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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朱袁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邱莹莹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487,101,487.56 1,398,481,471.87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35,105,217.67 1,159,961,364.23 6.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8,510,313.79 -25,679,482.4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6,520,856.59 170,371,613.96 8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5,143,853.44 24,407,031.03 20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4,591,980.54 22,989,014.17 22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27 4.18 增加 2.0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32 1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32 131.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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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6,848.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13.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所得税影响额 -97,389.34  

合计 551,872.9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3,62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朱袁正 23,616,000 23.34 23,616,00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600,000 6.52 6,600,000 无 0 其他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5.93 6,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无锡国联创投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4,200,000 4.15 4,200,000 无 0 其他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020,000 3.97 4,020,000 无 0 其他 

无锡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3,342,000 3.30 3,342,0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无锡君熠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3,342,000 3.30 3,342,000 无 0 其他 

朱进强 3,000,000 2.96 3,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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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汇金玖四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00,000 2.67 2,700,000 无 0 其他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00 2.37 2,400,00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

罗德环球基金系列中国 A 股（交易所） 
1,3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1,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数

字生活主题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40,230 人民币普通股 840,23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01,118 人民币普通股 701,11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绝对收

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619,779 人民币普通股 619,77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久嘉

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4,165 人民币普通股 614,16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信中小盘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李威 345,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100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施罗德中国

进取股票基金 
27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社

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沪

深 300 基本面增强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3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①上海金浦新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金浦新投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为朱进强之配偶），并持有金浦新投 0.10%的合伙份额。朱进强

之配偶持有上海金浦新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0%的股份并担任其

董事兼总经理； 

②上海烁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金浦新投 0.96%的合伙份

额。朱进强之配偶持有上海烁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80.00%

的合伙份额，上海跃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烁焜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20.00%的合伙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朱进强

之配偶持有上海跃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00%的股份并担任其法定

代表人和执行董事; 

③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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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科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123,587,876.61 92,088,951.59 34.20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

大，应收客户货款相应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247,857.87 132,590.30 841.14 
主要系当期公司预付供

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4,132,614.84 23,179,875.34 47.25 

主要系公司加大生产和

研发投入，待安装的设

备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2,955,492.33 - 不适用 
主要系 2021 年首次执行

新租赁准则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839,949.20 12,079,226.10 105.64 
主要系公司新购置的设

备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500,550.54 14,373,770.34 -68.69 
主要系本期发放了上期

末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11,927,595.22 5,398,162.86 120.96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

大，导致当期应交税费

增加。 

其他应付款 381,413.37 557,433.86 -31.58 
主要系部分应付费用完

成支付所致。 

租赁负债 2,394,517.70 - 不适用 
主要系 2021 年首次执行

新租赁准则所致。 

 

 

（2）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科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316,520,856.59 170,371,613.96 85.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产

品供不应求，销售规模

进一步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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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210,514,938.20 130,369,959.30 61.4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

入增加，成本亦相应增

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631,464.81 424,123.10 284.67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

大，当期相关税金及附

加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916,716.75 2,316,110.07 69.11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规

模扩大，销售人员薪酬

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1,797,719.30 8,611,677.78 37.00 
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3,491,019.57 -1,536,533.5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银行存款增

加，并通过现金管理增

加利息收入所致。 

其他收益 646,848.91 1,643,461.68 -60.64 
主要系当期政府补助相

比往年同期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751,981.04 -60,059.52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

大，应收客户货款增加，

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06,302.65 -1,158,520.43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产品供不应

求，存货销售情况良好，

跌价准备计提相应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543,208.80 2,983,594.81 286.89 

主要系当期销售规模扩

大、业绩提升导致当期

所得税费用增加。 

净利润 75,143,853.44 24,407,031.03 207.88 

主要系当期销售规模扩

大的同时毛利率有所提

高，最终业绩提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510,313.79 -25,679,482.4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当期扩大销

售规模，导致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

加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885,825.42 -4,865,638.7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和

固定资产投入相比上年

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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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袁正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