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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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公司董事长张骏、总经理郭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游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俞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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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22,473,931.82

10,392,729,037.36

2.21

3,791,280,230.24

3,618,314,334.56

4.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上年度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223,252,339.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92,960,112.52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40.16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80,548,479.47

220,739,989.41

7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296,461.02

79,512,180.33

1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188,009.32

60,362,000.35

18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78

2.4754

增加 2.202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6

0.0471

11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6

0.0465

1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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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4,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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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49.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11.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6,755.86
合计

108,4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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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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1,161,550,784

68.76

689,837,758

无

0

国有法人

25,763,163

1.53

0

无

0

其他

25,602,143

1.52

0

无

0

国有法人

16,991,027

1.01

0

未知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101,977

0.95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2,881,581

0.76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10,849,001

0.64

0

未知

国有法人

孙贞兰

9,038,000

0.5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爱群

4,550,000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翁其文

4,358,0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股东名称（全称）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有
限合伙企业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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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471,713,026

人民币普通股

471,713,026

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有限合伙企业

25,763,163

人民币普通股

25,763,163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602,143

人民币普通股

25,602,143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6,991,027

人民币普通股

16,991,027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101,977

人民币普通股

16,101,977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881,581

人民币普通股

12,881,581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10,849,001

人民币普通股

10,849,001

孙贞兰

9,0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38,000

陈爱群

4,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0,000

翁其文

4,3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5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海峡产业投
资基金（福建）有限合伙企业、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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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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长期股权投资
使用权资产
应交税费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86,131,975.96

56,073,934.01

53.60

8,173,453.94
50,718,703.59

-42.07

其他应付款

3,026,980.37

2,233,831.06

35.51

租赁负债

8,612,858.31
-401,809,805.20

主要为公司本期对福建省充电设
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继续注
资所致
主要为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29,383,829.58

未分配利润

变动说明

主要为本期各子公司缴纳 2020 年
第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主要为本期应付保证金、押金等款
项增加所致
主要为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574,775,700.88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归母净利润转入增加
所致

（2）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第一季度

2020 年
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380,548,479.47

220,739,989.41

72.40

营业成本

111,331,366.85

78,905,066.68

41.10

1,575,581.34

982,214.71

60.41

财务费用

43,040,201.56

24,063,847.93

78.86

其他收益

5,196,996.46

3,654,636.06

42.20

58,041.95

-622,381.58

不适用

-8,313,592.30

-4,896,424.72

不适用

税金及附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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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说明
主要为本期较去年同期中闽海电、
福清风电及平潭新能源新风机投
产，售电量增加，收入相应增加
主要为本期较去年同期中闽海电、
福清风电及平潭新能源有新风机
投产所致
主要为本期房产税、城建税及教育
附加费增加所致
主要为本期较去年同期增加可转
换公司债券利息以及中闽海电、福
清风电、平潭新能源有新项目投产
转固，借款利息停止资本化所致
主要为本期增值税即征即退增加
所致
主要为参股的福建省充电设施投
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本期确认投
资收益变化所致
主要为本期应收账款增加，应计提
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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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所得税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210,387,210.26

103,362,945.75

103.54

主要为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10,367,198.72

103,356,580.63

103.54

主要为本期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19,789,230.16

14,570,659.75

35.82

190,577,968.56

88,785,920.88

114.65

主要为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73,296,461.02

79,512,180.33

117.95

主要为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17,281,507.54

9,273,740.55

86.35

主要为本期同比利润总额增加，期
末应交所得税相应增加所致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平潭风电、平潭
新能源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21 年
第一季度

2020 年
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308,101,693.48

147,466,049.16

108.93

主要为本期售电收入增加所致

7,107,157.88

2,925,452.33

142.94

主要为本期收到增值税即征即
退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807,292.74

2,403,795.47

99.99

主要为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320,016,144.10

152,795,296.96

109.44

主要为本期售电收入增加所致

20,031,187.10

10,503,276.76

90.71

54,323,131.87

30,434,035.50

78.49

96,763,804.81

59,835,184.44

61.72

223,252,339.29

92,960,112.52

140.16

30,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37,700,000.00

78,343,531.85

203.4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237,700,000.00

78,343,531.85

203.4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6,338,945.14

16,400,000.00

853.29

224,420,296.66

71,122,217.80

215.54

13,279,703.34

7,221,314.05

83.9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

变动说明

主要为本期富锦热电购买秸秆
燃料增加所致
主要为本期缴纳的所得税增加
所致
主要为本期缴纳的所得税增加
所致
主要为本期售电收入增加所致
主要为本期支付的对福建省充
电设施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继续注资所致
主要为本期生物质热电项目贷
款增加所致
主要为本期生物质热电项目贷
款增加所致
主要为本期中闽有限和中闽海
电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增加所致
主要为本期中闽有限和中闽海
电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增加所致
主要为本期中闽有限和中闽海
电的贷款提款与偿还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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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2,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1年3月31
日 起 可 转 换 为 公 司 股 份 ， 具 体 详 见 公 司 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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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业绩承诺及其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投资集团”）签署的《中闽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和《<中闽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原协议”），
福建投资集团承诺中闽海电在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各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829.84 万元、49,708.75 万元、46,249.72 万元。
经审计，中闽海电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434.66
万元，为当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80.61%。
（2）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分析
①自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闽海电在建的二期项目施工因疫情管控、进口设备未
按时到货等原因被迫中止或推迟工期，导致 12 台风机未能按原计划投产。具体情况如下：
A、2020 年 1-3 月，因国内疫情管控无法复工复产，后期返岗人员均需居家隔离或定点有效
隔离 14 天，现场施工与设备生产无法开展；影响风机设备供货 2 台套，影响风机基础施工 2 台。
B、2020 年 4-8 月，欧美各国疫情陆续爆发，导致项目部分新进船机设备与零配件因交通管
制无法到位。原计划 3 月中下旬进场的“华纳号”平台船推迟至 6 月进场，原计划 3 月进场的“雄
程 3 号”起重船推迟至 5 月进场等；风机进口零部件因所在欧洲国家疫情管控，停工停产，无法
供货；影响风机设备供货 10 台套，影响风机基础施工 10 台。
②中闽海电二期项目已并网的#45 风机于 2020 年 10 月 5 日因主变压器故障停机，由于更换
变压器工装所需减速器为意大利原装进口，受国外疫情影响，导致供应滞后，#45 风机的主变压
器无法及时更换，2020 年度共停机 88 天。
综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闽海电二期项目 12 台风机未能按原计划投产，已并网的#45
风机长时间停机，导致中闽海电 2020 年度净利润未达预期。
（3）调整业绩承诺期限
本次重组标的公司中闽海电存在如下特殊情况：一是含有一个体量较大的在建工程即二期项
目；二是项目所处海域的风机吊装有其固定的窗口期和气象海况的要求，不同于其他重组项目标
的资产受疫情影响只限于 2020 年度，后期能够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业绩，弥补前期缺口；三
是项目投产后发电量和盈利情况均较为稳定，项目全生命周期（20 年）因疫情影响而整体后移，
但总发电年限并未减少。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对中闽海电实现 2020 年度承诺业绩和此后年度承诺业
绩的持续性影响以及中闽海电的上述特殊情况，根据《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指导意见，公司与福建投资集团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签署《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下称“补充协议”），对原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限进行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①中闽海电的业绩承诺期限变更为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福建投资集团承诺在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各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829.84 万元、49,708.75 万
元、46,249.72 万元，否则将按照原协议约定对公司进行补偿。
②除前述调整外，原协议项下关于盈利补偿的补偿原则、盈利承诺补偿金额、减值测试、盈
利补偿实施程序等内容保持不变，均按照上述调整后的承诺期限及承诺净利润予以执行。
③福建投资集团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且该等锁定期在 36 个月基础上已自动延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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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下称“现行锁定期”）。鉴于本次重组中福建投资集团的承诺期限整体延后一年，双方同
意，福建投资集团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锁
定期将在现行锁定期的基础上顺延至福建投资集团根据上述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
日。但是，福建投资集团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将按
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④补充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调整业绩承诺期限及签署补充协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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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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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骏

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