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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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福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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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3,293,625.65 10,508,589,843.16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331,558,688.89 2,309,667,600.85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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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376,563.63 -199,898,6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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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706,668.00 578,325,807.89 5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285,361.40 22,873,098.83 1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228,123.68 13,096,044.92 69.7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3 0.87 增加 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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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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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7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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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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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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168.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125.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29,439.22  

所得税影响额 -1,641,513.40  

合计 4,057,2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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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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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斌 167,188,581 31.07 0 质押 68,290,000 境内自然人 

陈文 50,289,420 9.35 0 质押 35,190,000 境内自然人 

蒋惠霆 20,631,300 3.83 0 质押 16,320,000 境内自然人 

丛中笑 17,658,480 3.28 0 质押 14,38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

司 
15,739,920 2.9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1,682,800 2.17 0 无  其他 

计敏云 4,908,722 0.9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岳红玲 3,220,678 0.6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兴全睿众资产－上海银

行－上海全筑建筑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57,697 0.49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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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342 0.36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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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斌 167,188,581 人民币普通股 167,188,581 

陈文 50,289,420 人民币普通股 50,289,420 

蒋惠霆 20,6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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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中笑 17,658,48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8,480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 15,739,920 人民币普通股 15,739,920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11,6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82,800 

计敏云 4,908,722 人民币普通股 4,908,722 

岳红玲 3,220,678 人民币普通股 3,220,678 

兴全睿众资产－上海银行－上海全筑建

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57,697 人民币普通股 2,65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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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342 人民币普通股 1,934,3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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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额） 期初金额（或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预付账款 57,466,252.62 35,371,322.65 62.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1,354,690.39 123,574,954.76 200.51 

应付票据 2,028,319,706.20 1,497,973,276.94 35.40 

其他流动负债 479,741,497.14 667,591,565.61 -28.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7,376,563.63 -199,898,699.65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9,323,559.20 -133,295,843.89 不适用 

1.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62.47%，主要是预付材料和人工费所致； 

2.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 200.51%，主要是支付给国盛海通的回购股权款项，相关股权转让手

续尚未办理完毕； 

3.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 35.4%，主要是增加票据结算方式所致； 

4.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28.14%，主要是应收票据背书减少所致；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58.77%，主要是增加银行承兑和借款保证金所致； 

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63%，主要是今年收回理财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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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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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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斌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