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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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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尹洪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玉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谢淑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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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90,446,178.86 299,355,694.89 19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250,673.19 -170,878,651.29 10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49,282.41 -175,857,783.34 10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8,104,313.21 -444,582,889.16 -7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1 10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1 10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3.56% 上升 3.9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861,490,491.39 19,590,566,114.40 -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75,390,561.84 4,459,109,062.94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69,119.1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15,489.2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40,611.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37,243.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446,244.64 
主要为处置孙公司股权确认的

投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47,498.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65,8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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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101,390.7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2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尹洪卫 境内自然人 33.72% 515,458,868 386,594,151 质押 354,881,465 

高迪 境内自然人 2.01% 30,700,000 0   

深圳前海世嘉方

盛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27,708,843 0 质押 27,708,843 

樟树市华希商务

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8% 25,663,083 0   

马西平 境内自然人 1.46% 22,373,700 0   

王东岗 境内自然人 1.31% 20,037,132 0   

彭外生 境内自然人 0.66% 10,1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5% 6,823,376 0   

刘勇 境内自然人 0.44% 6,713,806 5,035,354 质押 2,991,157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中

证基建工程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6,410,07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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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尹洪卫 128,864,717 人民币普通股 128,864,717 

高迪 30,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00,000 

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7,708,843 人民币普通股 27,708,843 

樟树市华希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25,663,083 人民币普通股 25,663,083 

马西平 22,3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73,700 

王东岗 20,037,132 人民币普通股 20,037,132 

彭外生 10,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23,376 人民币普通股 6,823,37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

证基建工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6,410,070 人民币普通股 6,410,070 

卢艳 4,997,900 人民币普通股 4,99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彭外生为公司 2016 年 2 月 24 日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

期为 36 个月；樟树市华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发行对象，该部分股票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上市，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已于

2021 年 1 月 8 日解禁流通；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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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25.07万元，扭亏为盈，主要因疫情对公

司的不利影响已基本消除，生产经营恢复正常，产值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实现营业收入89,044.62万元，同

比增长197.45%；  

各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发生变动原因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698.29万元，较期初增加34.43%，主要系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为867.71万元，较期初增加309.45%，主要系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持有待售资产期末余额为0.00万元，较期初减少100.00%，主要系处置孙公司所致。 

4、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57,914.19万元，较期初增加39.62%，主要系以票据方式结算的工程款增加所

致。 

5、持有待售负债期末余额为0.00万元，较期初减少100.00%，主要系处置孙公司所致。 

6、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为3,252.93万元，较期初增加61.73%，主要系应付售后回租租金增加所致。 

7、使用权资产期末余额为4,628.78万元，期初为0.00万元，租赁负债期末余额为4,094.87万元，期初

为0.00万元，主要系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为89,044.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7.45%，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为75,066.6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7.07%，主要系疫情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已基本消除，生产经营恢复正常，产值得

到较大幅度提升。 

2、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为449.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1.51%，主要系收入增加，相应的税金及

附加增加。 

3、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为78.0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1.90%，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4、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为3,296.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26.43%，主要系处置孙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所致。 

5、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1,712.2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5.17%，主要系本期回款增加，相应

计提的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1,749.7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9.19%，主要系工程结算增加，相应

计提的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为415.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33.55%，主要系孙公司注销进行资产清

理所致。 

8、利润总额本期发生额为730.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3.95%，主要系疫情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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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消除，生产经营恢复正常，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9,810.4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9.52%，主要系为加快工程进度

在春节前集中支付供应商的款项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122.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2.45%，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

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750.1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62.80%，主要系偿还金融机构

借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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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四川银创产融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银创产融资本”）转让公司子公司北京本农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农科技”）51%的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699.9983万元），交易价格

107,303,694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北京本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9%的股权。在本次股权转让前，为支

持本农科技的业务发展，公司对本农科技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形成往来款7,880.00万元，截止2021年3月31

日，已归还1,000.00万元，往来款余额6,880.00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 年转让子公司北京本农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 
2020 年 12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报告期内无

超期未履行

完毕承诺事

项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微传播股东

龚晓明 
业绩承诺 

龚晓明承诺，

微传播于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

2017 年 09 月

14 日 
3 年 

超期未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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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不低于

8,000 万元、

10,400万元和

12,480 万元

（均含本

数），即微传

播 2017 年度

至 2019 年度

三年合计实

现的净利润

不低于 30,880

万元（含本

数）。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报告期内无

超期未履行

完毕承诺事

项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报告期内无

超期未履行

完毕承诺事

项 

股权激励承诺      

报告期内无

超期未履行

完毕承诺事

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报告期内无

超期未履行

完毕承诺事

项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微传播 2019 年度的《审计报告》，微

传播 2019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95,561,980.56 元，与承诺完成的净利润 124,800,000 元的差额为-29,238,019.44 元，承

诺完成率为 76.57%。2017 年至 2019 年度三年合计实现的净利润为 281,045,114.46 元，

与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308,800,000 元的差额为-27,754,885.54 元，三年

的承诺完成率为 91.01%。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方式，承诺方龚

晓明应补偿金额具体如下：23.30%×50%×（308,800,000 元-281,045,114.46 元）

÷308,800,000 元×1,060,810,687 元=11,107,746.52 元。 

微传播 2019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1、行业环境影响自 2018 年开启降

杠杆周期后，各类企业发展增速放缓，造成部分受影响广告主企业的广告预算严重下

降，传统互联网广告毛利出现下滑，部分广告主企业现金流部分受到影响，行业内部

分业务回款也增加了风险，另外，微博及其产业链在 2019 年出现众多不利的变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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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行业中较多公司开始转型。2、企业转型微传播团队自 2019 年年初开始积极布局

短视频业务，新增业务以快手抖音等新兴网红媒体为主，在转型过程中削减及放弃微

博及部分毛利严重下滑回款突增风险的业务。 

2020年 8月 25日，公司已收到 100万元龚晓明业绩补偿款，剩余补偿金额 10,107,746.52

元，公司董事会将依照相关协议的约定积极督促补偿方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公司本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4,806,751.74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439,659,631.28 元，其中：（1）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募集资金2,089,748,895.06 元，其中包括置

换先期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120,746,700.14元；（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70,179,161.758元，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528,708.46元，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11,202,456.68

元;（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60,000,000.00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为70,448,593.27 元（其中募集资金69,032,550.49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1,416,042.78

元）。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用于乳山市城市绿化景观建设及提升改造PPP项目和邻

水县御临河关门石至曹家滩及其支流综合整治PPP项目，2021年1-3月，使用募集资金14,806,751.74元用

于支付工程进度款。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已投入募集资金318,887,449.51元用于乳山市城市绿化景

观建设及提升改造PPP项目和邻水县御临河关门石至曹家滩及其支流综合整治PPP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70,448,593.27元。邻水县御临河关门石至曹家滩及其支流综合整治PPP项目原计划于2019年10月完

工，但由于上述项目的建设用地拆迁进度落后于原计划时间，预计项目完工时间延后至2022年1月。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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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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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1月 06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安信证券 苏多

永 董文静 公

维晓、进门财经 

刘梦莲、广发基

金 姚铁睿、南

方天辰 李更 

公司的经营情

况和未来发展

方向，目前定增

推进情况等内

容，未提供资

料。 

岭南股份：2021 年 1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21 年 02月 22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

韩其成、陈笑 

公司的经营情

况和未来发展

方向，目前定增

推进情况等内

容，未提供资

料。 

岭南股份：2021 年 2

月 22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21 年 02月 23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恒泰证券李晶

晶、睿远基金孙

瑶月、厚禄投资

钟琪 

公司的经营情

况和未来发展

方向，目前分拆

上市和定增推

进情况等内容，

未提供资料。 

岭南股份：2021 年 2

月 23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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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2月 24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东方资管谢成、

长江证券毕春

晖 

公司的经营情

况和未来发展

方向，目前分拆

上市和定增推

进情况等内容，

未提供资料。 

岭南股份：2021 年 2

月 24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21 年 02月 26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永赢基金石玉

山、中天国富证

券金路、海富通

基金产滔 

公司的经营情

况和未来发展

方向，目前分拆

上市和定增推

进情况等内容，

未提供资料。 

岭南股份：2021 年 2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21 年 03月 09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光大证券苗娟、

中天国富证券

谭舒心、朝希投

资陈志 

公司的经营情

况和未来发展

方向，目前分拆

上市和定增推

进情况等内容，

未提供资料。 

岭南股份：2021 年 3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21 年 03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中泰证券徐宇

铭、东兴证券罗

建军、开宇投资

许昌、国鸣投资

张同鑫 

公司的经营情

况和未来发展

方向等内容，未

提供资料。 

岭南股份：2021 年 3

月 11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尹洪卫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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