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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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少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唐双凤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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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814,740.03 665,672,740.44 1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833,945.18 86,714,886.71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8,598,193.29 82,681,499.96 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377,081.80 32,751,317.41 -22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3% 7.89%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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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5,729,702.02 4,472,312,661.08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3,624,121.96 1,446,792,574.16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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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4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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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555.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08,088.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9,575.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1,717.94  

合计 -1,764,24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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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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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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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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倍华 境内自然人 37.71% 154,116,379 154,116,379 质押 24,031,097 

刘少云 境内自然人 28.84% 117,853,701 117,853,701 质押 53,200,000 

珠海横琴珑欣企

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6% 27,197,008 27,197,008   

珠海广发信德环

保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14,762,841 0   

曲水瑞盛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12,555,503 0   

芜湖卓辉盛景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芜湖

卓辉冠瑞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2.16% 8,816,970 0   

江淦钧 境内自然人 1.95% 7,952,341 0   

柯建生 境内自然人 1.95% 7,952,34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6% 3,907,080 0   

阳军 境内自然人 0.85% 3,45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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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广发信德环保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62,841 人民币普通股 14,762,841 

曲水瑞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555,503 人民币普通股 12,55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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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卓辉盛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芜湖卓辉冠瑞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8,816,970 人民币普通股 8,816,970 

江淦钧 7,952,341 人民币普通股 7,952,341 

柯建生 7,952,341 人民币普通股 7,952,34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07,080 人民币普通股 3,907,080 

阳军 3,456,883 人民币普通股 3,45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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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200 人民币普通股 763,200 

广州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中证环境治理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35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郭倍华与刘少云系妪婿关系，刘少云为珠海横琴珑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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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存货较期初增加111.69%，主要为公司新进场项目采购材料工具增加所致； 

2、合同资产较期初增加51.59%，主要为公司项目运营数量增加，收入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73.48%，主要为公司偿还短期融资租赁款，未实现售后回租损益减少所致； 

4、递延收益较期初减少44.82%，主要为公司偿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5、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18.22%，主要为公司业务拓展，中标项目增加所致； 

6、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2.94%，主要为公司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车辆及办公费用增加所致； 

7、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0.43%，主要为公司本期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8、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76.73%，主要为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9、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99.56%，主要为公司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10、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2.60%，主要为公司本期收到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11、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37.97%，主要为公司疫情期间税费减免所致； 

1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03.55%，主要为公司支付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保证金及押金增

加所致； 

1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6.30%，主要为公司支付的长期资产款增加所致； 

14、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4.51%，主要为公司上期收到少数股东注资所致； 

1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05.17%，主要为公司本期偿还长短期借款本金增加所致； 

1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6.61%，主要为公司本期偿还长短期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7、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68.12%，主要为公司本期支付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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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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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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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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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01号)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89.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5.7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470.86万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870.51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会验字[2019]G15025040555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5,934.06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3,018.92万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4,507.34万元（本金为4,424.87万元，理财收益及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为

82.47万元），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本金余额为8,511.58万元。 

 

二、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核准侨银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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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954号）

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为42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42,0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1,109.99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华兴所（2020）验字GD—094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

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2,450.74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8,684.04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8,684.04万元（本金为8,659.25万元，银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为24.79万元），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0,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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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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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利辛县城市管理

局 

利辛县城乡环卫

一体化工程项目 

年服务费：

10001.03 万元/

年，特许经营期：

26 年。 

正在履行 6,477,358.50 尚未回款 

恩施州侨恒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利川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 

利川市城乡生活

垃圾收集与焚烧

发电一体化 PPP

项目 

垃圾清扫保洁服

务费报价：

2464.92 万元/年，

垃圾收运服务费

报价：69.30 元/

吨，垃圾焚烧服务

费报价：79.00 元/

吨，项目合作期

限：28 年。 

正在履行  尚未确认收入   尚未回款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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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800 2,8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450 1,450 0 

合计 4,250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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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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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3 月 31

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天风证券、中金

公司、安信证

券、兴业证券、

广发证券、华泰

证券、长江证

券、中信证券、

光大证券、太平

洋证券、华西证

券、德邦证券、

交银施罗德基

金、天弘基金、

中信产业基金、

华夏基金、鹏华

基金、富达基

金、华宝基金、

上海尚雅投资、

关天量化投资、

光大富尊投资、

惠鸿投资、裕晋

投资、善润投

资、高熵资本、

颐和玖富资产、

亘曦资产、国际

金融公司、Isc、

兴业银行、平安

银行等 

详见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

o.com.cn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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