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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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缪汉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海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贵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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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464,986,395.63 4,231,724,571.57 5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1,449,137.38 197,012,200.61 20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29,106,566.76 85,080,903.95 63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6,652,870.21 -767,573,864.33 163.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5 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5 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1.40% 增加 1.9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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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21,107,072.63 62,933,612,564.34 2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359,631,780.99 17,545,469,389.50 10.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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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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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3,578.0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9,9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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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1,582.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66,544.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05,444.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2,5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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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7,657,42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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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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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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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53,4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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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数量 

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26% 2,768,225,540 2,768,225,540 0 

盛虹（苏州）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3% 334,821,428 334,821,428 0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8% 322,972,453 0 0 

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 134,104,200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1% 116,575,852 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东

方盛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第一期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3% 83,855,847 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东

方盛虹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7% 61,377,829 0 0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股票精选

30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03% 50,040,000 0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征东 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34,565,596 0 0 

宁波保税区永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32,006,542 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322,972,453 人民币普通股 322,972,453 

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34,10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4,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6,575,852 人民币普通股 116,57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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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东

方盛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第一期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3,855,847 人民币普通股 83,855,84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东

方盛虹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1,377,829 人民币普通股 61,377,829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股票精选

30号资产管理产品 
50,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40,0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征东 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4,565,596 人民币普通股 34,565,596 

宁波保税区永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2,006,542 人民币普通股 32,006,542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27,087,328 人民币普通股 27,087,32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动力先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05,907 人民币普通股 23,305,9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盛虹（苏州）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一致

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一

致行动情况。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征东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4,565,596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4,565,59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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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1年1月1日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667,506,487.93  15,147,371,527.79  49.65%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718,908,109.08   521,234,767.38  37.92% 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306,253,913.24   186,142,644.82  64.53% 
主要系期末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588,017,146.24   309,573,459.25  89.94% 主要本期预付原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302,126,228.23   213,094,461.28  41.78% 主要系应收外销客户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26,222,087.82   72,268,276.17  74.66% 主要系本期对联营企业实缴出资所致 

在建工程 18,788,470,761.64  13,767,705,954.01  36.47% 主要系本期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4,292,445.98   16,607,080.55  46.28% 主要系本期新增待摊费用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35,141,545.50   53,267,088.20  -34.03% 主要系本期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9,918,579.33   246,830,683.44  -35.21% 主要系本期发放年终奖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13,122,881.59   41,395,214.97  656.42% 主要系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长期借款 27,635,751,594.88  17,202,662,317.09  60.65% 主要系本期专项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4,756,997,567.00   996,698,113.14  377.28%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长期应付款 -  1,405,775,833.33  -100.00% 主要系本期偿还关联借款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1,218,673,725.75  - 100.00%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未分配利润  2,507,599,097.61   1,906,149,960.23  31.55% 主要系本期经营业绩较好所致 

报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464,986,395.63   4,231,724,571.57  52.77%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5,437,307,039.97   3,873,383,970.55  40.38%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销售成本对应增长 

销售费用  12,043,531.31   54,854,457.39  -78.04%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报表科目重分类调整

所致 

管理费用  77,128,408.85   55,694,327.33  38.49% 主要是员工人数增加，薪酬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57,208,175.89   28,534,101.27  100.49% 主要系本期研发项目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57,648,395.70   115,267,241.99  36.77% 主要系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54,097,491.26   33,819,915.37  59.9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5,332,298.50   29,046,456.52  -324.92% 主要系衍生品投资损益变动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014,429.79   51,455,194.84  -66.93%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494,312.21   -2,492,109.74  -80.34% 主要系本期预期信用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10,509.83   -34,866,029.55  98.54% 主要系本期存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资产处置收益  97,423.14   32,366.92  201.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66,817.77   8,129,092.21  -62.27% 主要系本期无需支付的款项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1,469.96   648,962.80  -67.41%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6,457,202.08   -28,399,292.07  474.86%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918,068,379.99   4,752,548,644.57  87.65%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31,415,509.78   5,520,122,508.90  52.74%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购买商品支出相应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6,652,870.21   -767,573,864.33  163.40% 主要系本期经营毛利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8,468,837.86   608,125,668.65  -54.21% 
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回理财、取得衍生品收益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55,693,061.20   2,862,193,926.72  160.49% 本期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177,224,223.34  -2,254,068,258.07  -218.41% 主要系本期增加项目投入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946,535,392.55   5,549,107,892.42  241.43% 主要系本期专项借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73,296,005.77   1,765,347,769.32  204.38%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及关联方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573,239,386.78   3,783,760,123.10  258.72% 主要系本期专项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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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公司于2020年7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8月12

日召开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512号文核准，

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2、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

会〔2018〕35号）的规定，公司对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公司于2021年1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 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事项 

2020年 07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关于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 

2020年 10月 10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08） 

2020年 10月 23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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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 

2021年 02月 20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2021年 03月 26日 巨潮资讯网，《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021年 04月 15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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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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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3323 

苏农银

行 

5,0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87,933

,786.5

6 

-3,723

,003.0

6 

79,210

,783.5

0 

0.00 0.00 

-3,723

,003.0

6 

84,210

,783.5

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5,000,

000.00 
-- 

87,933

,786.5

6 

-3,723

,003.0

6 

79,210

,783.5

0 

0.00 0.00 

-3,723

,003.0

6 

84,210

,783.5

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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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类

型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损

益金额 

商品衍生品 2019年 06月 03日 -- 7,659.06 12,853.30 0.66% -4,208.92 

外汇衍生品 2019年 04月 26日 2021年 04月 08日 1,498.14 1,513.15 0.08% -274.76 

利率互换 2020年 02月 20日 2022年 02月 21日 28.00 28.00 0.00% 2.70 

合计 -- -- 9,185.20 14,394.45 0.74% -4,480.98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20年 12月 31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2021年 01月 16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

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等） 

公司制订了年度商品套期保值、外汇衍生品等业务方案，并对可能出现的价格异常

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及法律风险等进行了充分评估和有效

控制；公司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审批流程，并严格按照审

核后的方案操作。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

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

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开展的商品衍生品交易品种市场透明度大，成交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

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

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

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锁定生产成本，控制

经营风险；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利率互换等业务以规避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

符合谨慎、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规范业务操作流

程、审批流程，能够有效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9年9月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

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9〕296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9月发行2019年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19盛虹G1”，债券代码“114578”），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亿元，最终票面

利率为6%，期限3年，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94亿元。 

2019年9月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公司的控股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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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炼化”）“盛虹炼化1,6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中的炼油装

置”建设。 

2、2020年6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655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6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805,810,644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4.48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6.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82亿元。 

2020年6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盛虹炼化1,6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

目”建设。 

3、2021年3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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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3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债券代码“127030”），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期

限6年，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72亿元。 

2021年3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35.00亿元用于“盛虹炼化1,600万吨炼

化一体化项目”建设，14.72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二）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况  

1、截至报告期末，盛虹炼化16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及其炼油装置按项目计划进度尚在建设中。 

2、根据《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2021年3月公开发行

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截止2021年3月26日，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偿还银

行贷款”实际投资额为109,077.91万元，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09,077.91万元置换上述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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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17,854.00 63,263.00 0.00 

合计 117,854.00 63,263.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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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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缪汉根 

                                                                 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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