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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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成苏宁 董事 因公缺席 乔德卫 

 

1.3  公司负责人乔德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智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林

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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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6,980,143.16 17,446,071,422.38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668,523,497.80 5,487,665,900.26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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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4,668.68 12,634,490.11 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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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920,313.95 432,945,663.95 3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2,864,212.83 94,409,909.74 9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0,908,387.64 91,103,338.09 9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8 2.82 增加 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8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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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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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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804.1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2,226.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7,261.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049.97  

所得税影响额 -85,926.32  

合计 1,955,8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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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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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594,085,618 42.63 594,085,618 无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79,477,000 27.23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三峡资本控股责任有

限公司 
77,633,314 5.57 76,726,342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珠

海福恒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361,892 2.75 38,361.892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国资（香港）有限

公司 
24,859,792 1.78 0 无  境外法人 

北京惠泰恒瑞投资有

限公司 
18,000,707 1.29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广东恒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广东恒航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787,723 0.92 12,787,723 无  国有法人 

共青城景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832,378 0.63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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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安信

证券－第一创业富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393,861 0.46 6,393,861 无  其他 

安徽省江淮成长投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 0.22 0 无  

境内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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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79,477,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 
379,477,000 

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 24,859,792 
境外上市外资

股 
24,859,792 

北京惠泰恒瑞投资有限公司 18,000,707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707 

共青城景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32,378 人民币普通股 8,832,378 

安徽省江淮成长投资基金中心（有限

合伙）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深圳市晓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541,038 人民币普通股 2,541,0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中证环境治理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94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4,100 

张新 1,9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2,000 

深圳市拂晓投资有限公司 1,871,344 人民币普通股 1,871,344 

舒青青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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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为1,124,112,037.82元，较上年末减少30.10%，主要由于本期投资活动净

流出518,012,481.08元，主要支出为支付工程建设款；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为989,406,294.95

元，较上年末增长25.93%，主要由于结算周期延长，应收国家可再生能源补助电费收入累计余额

增加，以及通州、密云、句容项目于2021年2月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应收国家可再生能

源补助电费由合同资产转入应收账款；报告期末公司合同资产为363,093,266.97元，较上年末减

少22.41%，主要由于通州、密云、句容项目于2021年2月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应收国家

可再生能源补助电费转入应收账款；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为34,859,821.97元，较上年末减

少63.52%，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营业收入本期为597,920,313.95元，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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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38.11%，主要系红安、宜春、海宁扩建以及惠州二期等项目于2020年5月陆续投产运营；

毛利率本期为59.09%,较上年同期提高4.07%，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是由于惠州二期、海宁

扩建等新运营项目毛利率较高，及汕头项目因二期工程运营及成本控制，本期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增加较多；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8,564,601.8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8.53%，主要

系公司2020年底完成A股非公开发行，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

期减少36.48%，而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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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乔德卫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