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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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文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艳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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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6,528,840,675.85 36,421,781,821.88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820,504,937.35 15,653,213,060.04  1.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7,749,367.59 108,898,289.65 36,886,626.63 467.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929,721,054.63 2,670,303,623.98 2,587,311,544.20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878,215.52 111,112,135.82 81,035,140.52 2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485,022.99 76,011,952.60 75,552,384.43 79.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0.69 0.53 增加 0.3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0.03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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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70.0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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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2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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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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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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67,226.8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4,115.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0,810.59  

所得税影响额 -1,617,522.49  

合计 4,393,1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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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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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1,346,351,467 49.16 0 质押 1,346,351,467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5,079,365 2.38 0 无 0 未知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万向

信托－万向信托－亿利 5 号事务

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64,935,064 2.37 0 无 0 未知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亿利 6 号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64,935,064 2.37 0 无 0 未知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51,997,264 1.90 0 无 0 未知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

赢 30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30,676,495 1.12 0 无 0 未知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

恩添富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0,121 0.73 0 无 0 未知 

赵锡凯 17,669,838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宋娜 16,000,0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6,629,464 0.24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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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1,346,351,467 人民币普通股 1,346,351,46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079,365 人民币普通股 65,07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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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万向信托－万向信托－亿

利 5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64,935,064 人民币普通股 64,935,064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万向信托－万向信托－亿利 6 号

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64,935,064 人民币普通股 64,935,064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1,997,264 人民币普通股 51,997,264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赢 30 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30,676,495 人民币普通股 30,676,495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添富 7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0,000,121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121 

赵锡凯 17,669,838 人民币普通股 17,669,838 

宋娜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6,629,464   6,629,4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7/9/11 至 2017/12/ 12，亿利集团通过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赢 30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从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股票，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赢 30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构成亿利资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质押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344,0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9.07%，公司剩余被冻结股票为 2,351,467 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2020-016、2020-055、2020-068、20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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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元） 年初余额/上期金额（元） 变动比率（%） 

  应收票据     9,185,937.38     18,879,255.19           -51.34  

  应收款项融资    42,033,769.47     10,540,751.15           298.77  

  预付款项   563,520,504.51    404,358,806.27            39.36  

  开发支出     1,374,494.31      2,460,692.78           -44.14  

  其他流动负债 80,124,295.38 59,425,158.45           34.83  

  专项储备 12,959,285.88 8,187,919.40           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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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收票据下降主要是本期已背书、已到期商业承兑汇票终止确认； 

（2）应收款项融资增加主要是以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的货款增加； 

（3）预付账款增加系公司预付采购采购款增加； 

（4）开发支出下降主要是研究阶段，未发生研发支出； 

（5）其他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合同负债中预收款项对应的税金增加； 

（6）专项储备增加主要是计提安全生产经费增加。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 

（元） 

年初余额/上期金额 

（元） 

变动比率 

（%） 

税金及附加 26,037,103.37 16,863,124.31         54.40  

销售费用 7,082,017.61 10,257,227.14        -30.96  

研发费用 35,157,801.21 63,649,873.45        -44.76  

其他收益 3,764,630.19 7,742,311.00        -51.3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227,576.46 -512,214.03     1,120.5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0.00 -12,825,561.73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2,961,284.05 90,690.1      3,165.28  

  （1）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计提销售业务相关的应纳流转税额影响所致； 

（2）销售费用下降主要是降本增效本期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3）研发费用下降主要是精准研发项目控制不必要的支出减少所致； 

  （4）其他收益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5）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部分期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未发生； 

（7）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成员企业罚没收入及无法支付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现金流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 

（元） 

年初余额/上期金额 

（元） 

变动比率 

（%）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73,519.81 1,256,332.73 41.1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5,084,386.96 139,470,477.34 31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7,749,367.59 108,898,289.65 467.27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50,000.00 5,266,656.73 -85.76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8,045,000.00 不适用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收回的现金净额  
599,957.18 不适用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3,350,000.00 不适用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3,100,190.20 不适用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8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96,670.59 41,815,295.72 -98.09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338,975,023.18 2,210,366,676.47 -84.6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64,981,269.51 972,770,125.73 -31.6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4,144,237.24 3,183,136,802.20 -68.45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332,290,000.00 1,520,032,527.98 -78.1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82,851,366.60 166,892,329.27 -50.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301,837.90 508,557,827.26 -143.71 

（1）收到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支付应付往来款项影响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收到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收到减少所致； 

（5）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投资支付的现金以上均为本期未发生。 

（6）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7）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主要是上年度票据转短期借款影响所致； 

（8）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用于融资票据贴现减少所致； 

（9）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减少主要是本期较上年上年同期收到借款减少所致； 

（10）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下降主要是上年度偿还到期应付债券影响所致； 

（11）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下降偿还借款利息及公司债利息减少所致；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主要是筹资活动流入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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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权激励到期结束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公司于2015年2月4日向1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520万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8.02元/股。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等待期为24个月，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

本期激励计划授权日起满24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48个月内分四期行权。 

2021年2月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到期结束的议案》，鉴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四个可行权期已全部结束，且四个行权期

均未达行权条件，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注销于2015

年2月4日授予激励对象的全部1,520万份股票期权，本激励计划到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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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亿

利洁能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到期结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7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21年3月17日，公

司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拟终止部分“微煤雾化”募投项目，

并将全部剩余募集资金328,304.54万元（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

算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

意见，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2021年3月1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提出问询并要求公司在五个工作日内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2021年3月27日，公司披露了

对上述《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意见，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2021 年 4 月 1 日，公司发出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审议《关于终止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

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披露了的相应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公

告编号：2021-006、2021-007、2021-008、2021-011、2021-012、2021-021）。 

（三）公司债券 

2021年4月12日，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亿利01”，债

券代码：163399）完成债券付息工作。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4 亿利 02”，

债券代码：136405）完成兑付并摘牌。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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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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文彪 

日期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