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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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仙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晓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柳美

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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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21,979,990.16 29,306,833,414.46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862,892,400.47 11,069,714,240.47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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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7,724.79 25,328,267.08 -201.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7,063,641.56 -592,619,253.0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9,923,315.46 612,331,404.49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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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978,867.52 707,690,602.37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0,902,890.54 -24,302,8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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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27,210.46 -30,845,338.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2 -0.30 减少 0.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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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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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08,483.3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102,8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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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88.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12,537.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9.39 

所得税影响额 263,190.65 

合计 -53,675,6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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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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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53,400,000 30.86 853,400,000 质押 512,040,001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碧华创投有限公司 325,844,000 11.78 325,844,000 无 0 
国有法

人 

MEGCIFInvestments6Limited 275,104,000 9.95 275,104,000 无 0 
境外法

人 

中航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饶市晶航新能源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70,909,000 6.18 170,909,000 无 0 其他 

靖安县中安晶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8,312,000 5.36 148,312,000 无 0 其他 

深圳前海瑞华资本创新有限

公司－珠海光大瑞华新能源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9,774,000 4.69 129,774,000 无 0 其他 

杭州厷盈晶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2,696,000 3.35 92,696,00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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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石鹏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7,580,000 2.81 77,580,000 质押 77,580,000 其他 

HopeFlowerInvestmentLtd 62,066,000 2.24 62,066,000 无 0 
境外法

人 

杭州华弘荷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5,224,000 1.27 35,224,000 质押 35,2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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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光伏

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78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82,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02,076 人民币普通股 6,00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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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4,200 人民币普通股 5,374,200 

曾道英 3,390,183 人民币普通股 3,390,183 

葛小龙 3,0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9,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证光伏产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5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5,700 

王忠香 2,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0,000 

刘祖德 2,2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2,300 

陈楚哲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马新亭 1,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金石鹏

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上饶市金石能

源科技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本公司的员工持股平

台。除上述情况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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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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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其 他 应 1,096,202,902.19 808,122,112.48 35.65% 主要系本期转让横峰县晶科电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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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 公司、缙云县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瑞昌市晶科电力有限公司等公司，与该

等原子公司的往来款项不再继续合并

抵销，导致往来款余额增加所致。 

使 用 权

资产 
1,044,976,515.28  100.00% 

2021年 1月 1日起，公司执行新租赁准

则，新增使用权资产科目所致。 

应 付 债

券 
816,305,715.18 611,121,695.74 33.57% 

主要系本期发行人民币 2亿元公司债券

所致。 

租 赁 负

债 
990,797,073.44  100.00% 

2021年 1月 1日起，公司执行新租赁准

则，新增租赁负债科目所致。 

 

2.利润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7,123,170.40 29,595,871.87 -75.93% 主要系本期部分市补区补到期所致。 

投资收益 -37,579,632.18 10,464,250.76 -459.12% 

主要系本期转让横峰县晶科电力有限

公司、缙云县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瑞昌市晶科电力有限公司等公司，产生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损失所致。 

 

3.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597,724.79 25,328,267.08 -201.06% 

主要系本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高于上年同期。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7,063,641.56 -592,619,253.0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少于上

年同期以及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高于上年同期。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9,923,315.46 612,331,404.49 -51.02%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少

于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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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9月 3日、2020年 9月 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公

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拟用于总规模合计 584.3MW的 5个平价光伏电站项目建设以及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2021 年 3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1 年第 29 次工作会议审核通过

了公司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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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和

《关于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正在推进本次可转债的公开发行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4 日、2020 年 9 月 19 日、2021 年 3 月 16 日、2021 年 3 月 30 日和 2021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2020-052、

2021-020、2021-023和 2021-024）。 

2、2021年 1月 21日，公司与华能江西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江西”）、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丰城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同签署《投资合同书》（以下简

称“本协议”），晶科科技与华能江西拟共同成立外商投资公司，在江西省丰城市投资开发、建

设并运营 2GW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建成后年发电约 20 亿千瓦时，年电费收益约 8.28 亿元。项目

总投资预计约人民币 88亿元，分四期投资建设。《关于与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投资协

议的公告》的具体内容刊登于 2021年 1月 23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1-004)。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与华能江西共同设立项目公司的具体合作方案正在沟通中，尚未最

终确定。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2021 年 2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乌兹别

克斯坦 835MW 光伏电站投标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乌兹

别克斯坦光伏电站项目（以下简称“乌兹项目”）的投标，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项目投标过程

中的相关事项以及全权处理项目中标后的投建及运营等具体事宜。《关于参与乌兹别克斯坦光伏

电站项目投标的公告》的具体内容刊登于 2021年 2月 6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1-013)。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向招标方递交了相关投标文件，招标结果尚未最终公布。公司将

根据竞标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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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组件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自投电站项目和EPC项目的建设进程放缓，可能导致年

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 

上述为基于当前形势下作出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具体请

以届时发布的定期报告为准。 

 

公司名称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仙德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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