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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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福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尚

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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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74,026,537.95 73,546,637,815.19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29,519,215.65  9,496,669,503.49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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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355,173.29 -711,789,8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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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14,209,784,545.64 9,077,685,426.91 56.54 

营业收入 14,204,924,645.30 9,072,334,957.62 5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300,068.09  -33,131,734.1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7,352,806.22  -30,482,448.1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5 -0.41 
增加 1.26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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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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1.3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12,4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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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857.4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3,615,935.1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52,806.7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2,373.33  

所得税影响额 701,983.71  

合计 -5,052,7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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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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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844,332,774 46.53 0 质押 242,576,000 国有法人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 
544,350,000 30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64,277,998 3.5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51,438,437 2.83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鑫根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5,044,000 2.4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

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9,555,691 2.18 0 无 0 国有法人 

吴峰 4,814,139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凡 2,100,097 0.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序霞 1,294,800 0.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施小平 1,040,000 0.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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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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844,332,774 人民币普通股 844,332,774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544,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350,000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4,277,998 人民币普通股 64,277,99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1,438,437 人民币普通股 51,438,437 

重庆鑫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45,0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44,000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39,555,691 人民币普通股 39,555,691 

吴峰 4,814,139 人民币普通股 4,814,139 

吴凡 2,100,097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97 

李序霞 1,29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4,800 

施小平 1,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重

庆市国资委。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有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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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资产负债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

度 
注释 

货币资金 4,261,649,420.42  6,924,476,368.78  -2,662,826,948.36  -38.46% 注 1 

预付款项 1,292,315,432.92  859,047,657.27  433,267,775.65  50.44% 注 2 

使用权资产 1,338,698.60   1,338,698.60  不适用 注 3 

开发支出 24,359,215.97  13,466,938.61  10,892,277.36  80.88% 注 4 

合同负债 6,417,745,324.64  4,816,570,022.26  1,601,175,302.38  33.24% 注 5 

应付职工薪酬 33,455,577.03  77,492,681.43  -44,037,104.40  -56.83% 注 6 

租赁负债 1,529,941.26   1,529,941.26  不适用 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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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主要为由于春节期间支付的材料款、劳务费、分包款等

同比增加。 

注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为本期按工程合同约定付给供应商的款项有所增加。 

注3：使用权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为执行新租赁准则新增科目列报所致。 

注4：开发支出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为所属子公司重庆建工建材物流有限公司工业互联

网研究开发资本化增加。 

注5：合同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为本期新增工程项目履约义务尚未完成。 

注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主要为本期发放了2020年年终奖金。 

注7：租赁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主要为执行新租赁准则新增科目列报所致。 

 

3.3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营业收入 14,204,924,645.30  9,072,334,957.62  5,132,589,687.68  56.57% 注 8 

营业成本 13,544,074,794.75   8,584,532,696.23  4,959,542,098.52   57.77% 注 9 

税金及附加 54,701,042.26  41,961,270.23  12,739,772.03  30.36% 注 10 

研发费用 20,064,024.46  10,308,908.64  9,755,115.82  94.63% 注 11 

其他收益 1,430,101.55  15,058,274.68  -13,628,173.13  -90.50% 注 1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615,935.18    -3,615,935.18  不适用 注 13 

资产减值损失 3,360,838.97    3,360,838.97  不适用 注 14 

资产处置收益 513,482.06  60,200.90  453,281.16  752.95% 注 15 

营业利润 108,692,290.71   10,849,728.21  97,842,562.50   901.80% 注 16 

营业外收入 1,470,856.61  3,214,882.88  -1,744,026.27  -54.25% 注 17 

营业外支出 5,150,853.55  9,863,004.45  -4,712,150.90  -47.78% 注 18 

利润总额 105,012,293.77   4,201,606.64  100,810,687.13   2399.34% 

注 16 
净利润 79,854,964.26   -16,774,132.29  96,629,096.55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2,300,068.09   -33,131,734.16  115,431,802.25   不适用 

少数股东损益 -2,445,103.83  16,357,601.87  -18,802,705.70  -114.95% 注 19 

注8：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主要为本期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步控制，公司积极开展生产建

设，营业收入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注9：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为本期收入增长而同步增加。 

注10：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缴纳增值税较上期增加所致。 

注11：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主要是本期加大研发投入，本期研发支出有所增加。 

注12：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到渝人社发〔2019〕73号文件相关的稳

岗返还金额0.11亿元。 

注1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所属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被征收处置引起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注1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合同资产减值减少。 

注15：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小额资产处置增加。 

注16：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主要为

去年受新冠疫情停工影响，利润指标基数低，随着疫情逐步控制，报告期收入及毛利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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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所属子公司重庆建工集团物流有限公

司取得违约赔偿收入。 

注1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去年捐赠了支持新冠肺炎疫情资金511.85万元。 

注19：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为本期公司所属子公司三建公司和住建公司少数

股权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74,355,173.29  -711,789,852.99  -2,562,565,320.30  不适用 注 20 

注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春节期间支付的材料

款、劳务费、分包款等同比增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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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提升建筑检测业务市场竞争力，全资子公司重庆科力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公司”）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公开增资扩

股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报告期，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组建联合

体，成功摘牌科力公司增资项目。增资完成后，联合体合计持有科力公司65%股权。报告期内，

相关合作方签署了《关于重庆科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科力公司股权变

更已完成工商登记。 

2.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拟

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544,359,055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6,300.00万元。报告期内，本次发行申

请已经重庆市国资委批复原则同意，以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正在准

备向中国证监会申报本次发行申请文件。 

3.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以收购两家控股子公司的剩余股权作为股权质押担保，向银行申

请不超过85,800.00万元的银团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7年。报告期内，公司获取银团贷款85,800.00

万元。 

 

3.5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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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福生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