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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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和根 董事长 公务原因 刘家强 

 

1.3  公司负责人戴和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东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白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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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86,004,262.93 136,008,152,423.70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8,684,954,538.00 37,660,848,130.50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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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3,292,141.92 -5,936,542,7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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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34,393,055.79 13,367,494,503.98 8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16,123,648.85 529,695,625.03 5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4,202,781.31 566,727,116.99 4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22 1.64 增加 35.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1 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1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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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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84,60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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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7,680.78 

债务重组损益 1,467,3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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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526.2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7,153,600.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0,206.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40,667.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7,059.87 

所得税影响额 -3,404,706.67 

合计 21,920,8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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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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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829,094,180 37.0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中信建

投证券－18中化 EB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 

762,935,084 15.47 0 质押 762,935,084 其他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179,330,700 3.6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151,135,447 3.06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8,654,242 2.00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241,736 1.3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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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394,006 1.14 0 无 0 
国有

法人 

陈小毛 32,700,000 0.6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0,131,500 0.41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999,234 0.4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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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829,094,1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9,094,18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中信建投证券－

18中化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762,935,084 人民币普通股 762,935,084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179,33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330,700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1,135,447 人民币普通股 151,135,44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8,654,242 人民币普通股 98,654,2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241,736 人民币普通股 68,241,73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394,006 人民币普通股 56,394,006 

陈小毛 3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00,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3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31,5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999,234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2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8 中化 EB 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同为一家公司，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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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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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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根据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

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租赁准则；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租赁准则。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详见2021年4月29日发布的《中国化学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21-027）。 

 

3.1.2 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0,750,254,161.01   6,702,278,975.28  60.40 

本期增加主要是因为随着

收入规模扩大，部分项目向

开发商支付的预付款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699,604,279.49   485,278,790.50  44.17 
本期增加主要是部分大项

目今年处于建设阶段所致 

使用权资产  50,160,867.10    不适用 

本期增加主要是因为2021

年开始实行“新租赁准

则”，经营租赁开始确认使

用权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215,276,274.10   319,390,437.80  -32.60 

本期减少主要是部分单位

短期借款规模较去年减少

所致 

向中央银行

借款 
 302,653,932.00     不适用 

本期增加主要是因为财务

公司2020年底全部清偿，而

今年一季度有新增发生额

所致 

拆入资金  600,000,000.00      不适用 

本期增加主要是因为财务

公司2020年底全部清偿，而

今年一季度有新增发生额

所致 

合同负债  2,864,375,781.12  16,959,285,654.38  34.82 本期增加主要是随着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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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全面开展生产，部分项目收

到的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卖出回购金

融资产款 
 200,000,000.00    不适用 

本期增加主要是因为财务

公司2020年底全部清偿，而

今年一季度有新增发生额

所致 

租赁负债  46,789,183.05   不适用 

本期增加主要是因为2021

年开始实行“新租赁准

则”，经营租赁开始确认租

赁负债所致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25,100,765,888.36  13,536,465,520.87  85.43 

本期金额增加主要是因为

公司今年深挖国内、国际

市场潜力，全面提升整体

经营业绩，加速推动项目

落地所致 

其中：营业

成本 
 2,724,445,433.86  11,875,462,392.87  91.36 

营业成本随着收入规模扩

大而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82,893,641.92   52,617,382.94  57.54 
税金及附加随着收入规模

扩大而相应增加 

研发费用  503,969,305.08   342,512,560.71  47.14 
研发费用随着收入规模扩

大而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  119,781,142.40   -131,019,406.63  -191.42 
本期金额增加主要是汇兑

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5,569,830.57   9,028,823.14  847.74 

本期增加主要是因为今年

一季度处置部分参股公司

股权形成处置收益所致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53,292,141.92  -5,936,542,707.45  -63.73% 

主要是随着收入规模扩

大，本期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2,887,721.24  -2,423,372,702.59  -103.83% 
主要是本期投资支付的现

金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

金流出小计 
 106,565,645.51   543,719,801.29  -80.40% 

主要是本期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3.1.3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国资委的工作要求，

坚持以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为引领，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各项任务，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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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布局，进一步推进全面精细化管理，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生产运行平稳有序，经营效益再

创新高，实现首季“开门红”。2021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实现249.34亿元，同比增长86.53%，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8.16亿元，同比增长54.07%；实现新签合同额546.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44%，其中境内合同额500.41亿元，境外合同额46.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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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和根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