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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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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安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巫姗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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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737,466,332.64

2,199,341,508.70

24.47%

151,775,586.90

143,689,074.77

5.63%

218,315,226.13

185,050,750.11

17.98%

-887,704,591.04

-144,580,287.91

-513.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0.92%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9,039,894,865.86

30,110,536,990.88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71,543,694.87

16,920,214,085.42

0.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36,948,927.12

--

14,542,861.63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775,306.08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549,099.45

--

-70,651,912.50

--

-373,432.35

--

-14,948,943.42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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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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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81,577.84

--

-66,539,639.2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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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退税

4,698,392.46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贴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36,015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盈峰资产管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8%

1,017,997,382

1,017,997,382

质押

610,798,429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2%

399,214,659

0

--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7%

359,609,756

0

质押

200,000,000

资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1%

310,423,813

0

--

--

境内自然人

2.01%

63,514,690

0

质押

32,941,724

境外法人

1.73%

54,778,335

0

质押

54,778,335

1.29%

40,913,514

40,913,514

--

--

1.27%

40,141,033

40,141,033

--

--

1.22%

38,709,849

38,709,849

--

--

理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
限公司
盈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弘创（深圳）投
伙）
何剑锋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宁波盈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宁波中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宁波联太投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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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
伙）
盈峰环境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

其他

1.14%

36,211,560

0

--

--

股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399,214,659 人民币普通股

399,214,659

盈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9,609,756 人民币普通股

359,609,756

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0,423,813 人民币普通股

310,423,813

何剑锋

63,514,69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4,690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54,778,335 人民币普通股

54,778,335

36,211,560 人民币普通股

36,211,560

33,807,208 人民币普通股

33,807,208

陈利源

31,0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18,000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6,783,347 人民币普通股

26,783,34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92,503 人民币普通股

21,892,503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盈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剑锋先生，互为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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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减少38.76%，主要系本期偿付到期
货币资金

3,615,960,308.76

5,904,127,970.85

-38.76% 票据、采购款增长，及本期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增加932.84%，主要系本期
1,322,221,898.49

128,017,735.11

932.84%

38,718,533.98

64,663,544.98

-40.12%

应收款项融资

205,809,853.47

520,429,874.86

-60.45%

预付款项

318,074,033.39

137,769,198.53

130.87%

应收票据

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40.12%，主要系票据到期收款
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末减少60.45%，主要系票据到期
收款所致。
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加130.87%，主要系支付的项目
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增加145.47%，主要系本报告期

其他应收款

处置佛山盈通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盈
632,505,197.78

257,670,998.28

145.47%

通”）51%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增加应收股权
款1.24亿及应收佛山盈通未结清往来款1.53亿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较上年末增加78.34%，主要系本报告期

长期股权投资

567,561,342.76

318,243,332.69

78.34% 处置佛山盈通51%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从成本
法转为权益法核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45.68%，主要系本报告期

应付职工薪酬

174,835,247.74

321,861,989.64

-45.68%

应交税费

191,387,086.32

372,514,942.66

-48.62%

长期借款

1,102,491,845.82

765,643,457.78

44.00%

长期应付款

346,144,088.72

255,735,814.91

35.35%

利润表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发放上年年终绩效所致。
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减少48.62%，主要系上年收入规模
扩大，应交税费增加，本期支付上期增值税所致。
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44.00%，主要系本期优化资金
结构，增加项目长期贷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较上年末增加35.35%，主要系本期收到政

同期数

府投入的污水处理工程专项资金所致。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8.15%，主要系随着公司业

管理费用

96,390,365.90

65,063,184.18

48.15%

研发费用

69,804,957.74

41,241,158.33

69.26%

财务费用

3,216,913.18

8,654,952.06

-62.83%

其他收益

18,943,889.34

7,388,153.67

156.41%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56.41%，主要系收到的政

务增长，职工薪酬、中介咨询费等管理成本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9.26%，主要系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62.83%，主要系利息费用增
加及长期应收实现融资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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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07.21%，主要系本期处置
-33,277,748.88

10,832,234.85

-407.21%

-70,651,912.50

-53,835,479.82

-31.24%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佛山盈通51%股权、产生投资亏损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1.24%，主要系公
司所持华夏幸福股票股价下跌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45.13%，主要系由于交

所得税费用

-7,561,216.38

16,755,559.50

-145.13% 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导致递延所得税费
用影响。

现金流量表

年初到报告期末

同期数

-887,704,591.04

-144,580,287.91

-513.99% 要是由于本报告期票据到期兑付，及阶段性改变供应
商结算方式采购付款支付增长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09.83%，主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13.99%，主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变动幅度

-1,498,302,313.76

-293,884,718.53

-409.83% 要系由于本报告期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增加所
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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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0年4月17日披
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
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8.00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0股）3,163,062,14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
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方案已于2020年7月10日实施完毕。依据回购公司股份报告书
中回购期内实施了现金分红事项，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完成后，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89元/股（含）。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因公司股票价
格长期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回购期间多次涉及回购股份敏感期等原因，使公司实际可以实施回购操作的机会较少。鉴于股价
仍持续高于回购价格上限，公司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截至本季报披露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7,634,138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4%，购买的最
高成交价为7.89元/股，购买的最低成交价为7.7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9,855,050.85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4日、2020年4月17日、2020年9月25日、2020年10月9日、2020年11月3日、2020年12月3
日、2021年1月5日、2021年2月2日、2021年3月2日、2021年4月3日、2021年4月9日在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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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公
证券品 证券代 证券简 最初投 会计计 期初账 允价值
种

码

称

资成本 量模式 面价值 变动损
益

境内外
股票

境内外
股票

华夏幸
600340

福

002161 远望谷

合计

3,019,5 公允价
00.00 值计量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本期购 本期出 报告期 期末账 会计核 资金来
买金额 售金额

--

面价值 算科目

交易性
126,067 -64,840,
,500.00

99.72 值计量
4,681,7

损益

3.21

-64,838, 61,226,

593.79

661.57

,793.21

662.50

906.21

金融资
产
交易性

-221,06 896,224

8.71

127,184 -65,061,

源

动

1,662,2 公允价 1,117,29 -221,06

99.72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计入权

8.71

0.00

0.00

0.00

.50

-65,059, 62,123,
730.28

130.71

金融资
产
--

原始出
资

二级市
场买入

--

2018 年 04 月 23 日

2018 年 05 月 16 日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63.56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15.48万元。其中“智
慧环卫综合配置中心项目” 本报告期实际投入63.56万元，累计投入1,431.82万元，投资进度0.10%。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募投项目变更的情况。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7,526.95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理财收益为272.57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28,502.83万元（包括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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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理财收益）。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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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合计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190,330

126,000

0

190,330

126,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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