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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7               证券简称：同兴环保              公告编号：2021-036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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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光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剑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汪子

慧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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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742,384.68 104,223,637.23 4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16,490.80 21,305,036.31 4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462,015.34 17,255,719.01 6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995,255.31 42,009,203.15 -192.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3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3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3.64% 下降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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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281,928.01 2,047,450,024.45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0,964,374.18 1,486,235,271.27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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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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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032.10 - 

债务重组损益 -99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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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574.04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500.00 -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7,865.67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765.01 - 

合计 2,554,47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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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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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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庆亚 境内自然人 17.59% 15,246,344 15,246,344 - - 

朱宁 境内自然人 10.72% 9,291,700 9,291,700 - -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1% 9,280,000 9,280,000 - - 

解道东 境内自然人 9.28% 8,044,188 8,044,188 - - 

郎义广 境内自然人 6.30% 5,464,497 5,464,497 - - 

宁波庐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7% 5,000,000 5,000,000 - - 

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 3,200,000 3,200,000 - - 

郑智成 境内自然人 2.36% 2,046,635 2,046,635 - -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1,850,000 1,850,000 - - 

安徽翔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夏

翔海节能环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1,600,000 1,6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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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俞仙莲 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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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珍 434,911 人民币普通股 434,91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7,552 人民币普通股 317,552 

刘凯 2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100 

刘锡东 211,331 人民币普通股 211,331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九章幻方皓月 1 号私募基金 1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200 

邹金龙 152,117 人民币普通股 152,117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22,466 人民币普通股 122,466 

喻威 11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600 

深圳市上潮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潮 2 号私募基金 10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朱庆亚、朱宁、解道东、郎义广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朱庆亚和朱宁为姐弟

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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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发

生额（元） 

期初余额/上期

发生额（元） 
变动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398,393,928.76 885,677,855.67 -55.02% 主要系本期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0,923,671.23 0.00 - 同“货币资金” 

合同资产 221,192,788.85 166,429,818.10 32.90% 主要系本期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169,149.45 15,164,005.84 72.57% 主要系本期购建长期资产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0.00 28,040,938.33 -100.00% 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523,438.78 16,866,224.36 -49.46% 主要系发放2020年年终绩效奖励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0.00 8,118,773.36 -100.00% 同“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0.00 14,95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营业收入 154,742,384.68 104,223,637.23 48.47%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导致工程进度迟

缓，本期工程进展顺利，收入同比增长 

销售费用 5,662,467.50 1,480,672.05 282.4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长导致相应计提的质

保期维护费增加及员工薪酬增长所致 

管理费用 9,219,975.72 4,863,664.33 89.57% 
本期运营中心资产转固后计提折旧及员

工薪酬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6,719,430.37 3,320,731.04 102.35% 主要系本期加大研发项目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1,813,415.17 891,009.45 -303.52%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及借款利息支

出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891,097.19 0.00 - 主要系本期债务重组损失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23,671.23 0.00 -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803,451.08 432,656.83 1010.22%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占用资金规模较上

期下降较多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332,451.97 -609,262.57 775.23% 
主要系本期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增加，同比

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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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2,561,677.79 4,799,687.99 -46.6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836,631.26 7,277,249.29 62.65% 

主要系本期收回投标保证金增加及银行

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08,094,064.87 51,961,998.66 108.03% 

主要系本期工程进展顺利，采购、分包支

出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29,576,923.49 20,637,491.70 43.32% 

主要系公司员工增加及年度薪酬水平同

比增长影响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254,725.96 4,305,322.80 161.41% 主要系本期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148,716.36 7,340,274.63 79.13% 主要系本期支付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0.00 - 
主要系本期购买的部分银行结构性存款

到期收回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5,881,903.90 10,851,263.29 138.52% 主要系本期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00 0.00 -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50,000.00 0.00 - 

主要系本期支付马鞍山方信项目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28,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同比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14,700.44 18,520,413.04 -98.30% 主要系上期支付股东现金股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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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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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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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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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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是否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低温脱硝设备生产基

地项目 
否 13,499.89 13,499.89 3,896.37 3,896.37 28.86% 2021.12.31 

低温SCR脱硝催化剂

生产线项目 
否 16,000 16,000 3,082.53 3,082.53 19.27% 2022.12.31 

烟气治理工程技术中

心项目 
否 5,149.99 5,149.99 50.07 50.07 0.97% 2022.06.30 

合肥运营中心及信息

化建设项目 
否 9,130.92 9,130.92 5,519.99 5,519.99 60.45% 2022.12.31 

补充营运资金 否 35,063.78 35,063.78 35,063.78 35,063.78 100.00%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78,844.58 78,844.58 47,612.74 47,612.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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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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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0,000 35,000 0 

合计 40,000 3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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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14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王

玮嘉、章家珠、

吴艳茹 

公司主营业务优

势、毛利率水平、

技术研发情况等。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rs.p5w .net/c/0030

27）同兴环保调研活动信

息 202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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