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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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云罡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蒋立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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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55,546,552.79 109,494,347,449.13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9,235,467,889.29 37,601,266,021.9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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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39,732.04 -481,021,085.9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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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7,839,579.81 7,879,331,834.63 1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19,403,927.75 411,836,379.74 41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6,025,630.04 351,552,863.20 5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4810 1.1737 增加 4.30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06 0.1109 414.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06 0.1109 4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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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85,404.20 
主要系处置闲置固定资产产生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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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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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89,636.97 

主要系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及递延收益摊销转入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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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812,563.47 

 

主要系投资的南网能源股票上

市，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907,737.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127,785.16  

所得税影响额 -279,689,259.15  

合计 1,583,378,2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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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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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446,982,637 12.03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4,166,055 6.84 0 质押 201,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582,619 1.85 0 无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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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51,902,061 1.40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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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446,982,637 人民币普通股 446,982,637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4,166,055 人民币普通股 254,166,05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582,619 人民币普通股 68,582,61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1,902,061 人民币普通股 51,902,0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中，新疆特变电工集团

有限公司与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东及

董事有重合，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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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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311,285,651.29 914,435,116.39 396,850,534.90 43.40% 

主要系结构性存

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2,787,164,088.07 1,331,070,073.69 1,456,094,014.38 109.39% 

主要系投资的南

网能源股票上

市，按报告期末

收盘价计算的公

允价值增加所

致。 

卖出回购金

融资产款 
39,003,058.40 25,187,752.22 13,815,306.18 54.85% 

主要系控股子公

司特变电工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开

展金融服务业务

所致。 

吸收存款及

同业存放 
41,602,574.63 267,699.08 41,334,875.55 15440.80% 

主要系新疆众和

存放至公司子公

司特变电工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款

项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

负债 
593,202,754.76 381,291,292.73 211,911,462.03 55.58% 

主要系投资的南

网能源股票上

市，按报告期末

收盘价计算的公

允价值损益增加

导致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增加所

致。 

其他综合收

益 
-79,532,670.65 40,334,305.06 -119,866,975.71 -297.18% 

主要系办理的远

期结售汇业务受

汇率波动影响所

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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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133,077,516.17 100,108,570.24 32,968,945.93 32.93% 

主要系开展多项

工艺、质量、成本

改善项目及科研

攻关项目，研发投

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66,499,014.17 248,887,782.88 -82,388,768.71 -33.10% 

主要系借款规模

较去年同期下降

以及利率调整导

致利息支出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17,706,319.97 -12,966,298.17 30,672,618.14 不适用 

主要系联营企业

南平鑫阳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投资的嘉元

科技按报告期末

收盘价确认的投

资收益增加,以及

新疆众和净利润

增加确认的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783,812,563.47 -20,994,568.91 1,804,807,132.38 不适用 

主要系投资的南

网能源股票上市，

按报告期末收盘

价计算的公允价

值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2,698,927,900.94 546,176,636.56 2,152,751,264.38 394.15% 

主要系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增加以

及多晶硅价格上

涨所致。 

利润总额 2,716,912,706.64 561,009,184.08 2,155,903,522.56 384.29% 

净利润 2,314,252,371.59 516,818,911.74 1,797,433,459.85 347.79%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2,119,403,927.75 411,836,379.74 1,707,567,548.01 414.62% 

所得税费用 402,660,335.05 44,190,272.34 358,470,062.71 811.20% 

主要系投资的南

网能源公允价值

变动影响产生的

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增加，导致递延

所得税费用增加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94,848,443.84 104,982,532.00 89,865,911.84 85.60% 

主要系多晶硅价

格上涨，公司控股

子公司新特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本

期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增加，按少

数股东持股比例

计算的少数股东

损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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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综合收益总额 2,194,825,378.32 392,099,239.06 1,802,726,139.26 459.76% 
主要系本期净利

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1,999,536,952.04 274,931,513.32 1,724,605,438.72 627.29% 
主要系本期净利

润增加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

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195,288,426.28 117,167,725.74 78,120,700.54 66.67% 
主要系少数股东

损益增加所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3,639,732.04 -481,021,085.96 804,660,818.00 不适用 

主要系加强应

收账款回款管

理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59,589,971.17 -2,368,850,166.66 909,260,195.49 不适用 

主要系办理的

结构性存款较

去年同期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65,310,241.74 1,799,271,596.34 -3,364,581,838.08 -187.00% 

主要系部分永

续债到期偿还，

银行借款减少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7,794,310.06 2,132,497.92 25,661,812.14 1203.37% 

主要系外币银

行存款金额较

上年同期增长

及受汇率波动

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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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概述及类型 查询索引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津疆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疆物流公司）诉天津

瑞林异型铜排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瑞林公司）、中瑞富泰铜业（天津）有限公

司、中瑞富泰铜业有限公司、自然人林旭阳、

鲍海玲买卖合同纠纷案：津疆物流公司与天

津瑞林公司于 2014 年 4 月至 8 月签订买卖

合同 7份，在货款到期后，津疆物流公司多

次催促支付货款，天津瑞林公司迟迟不予履

行。截止津疆物流公司提起诉讼日，天津瑞

林公司仍有 166,442,041.88 元货款未支

付。中瑞富泰铜业（天津）有限公司、中瑞

富泰铜业有限公司、自然人林旭阳、鲍海玲

详见 2015 年 5 月 27 日、2016 年 2 月

16 日、2016年 8月 30 日、2017 年 8月 29

日、2018年 4月 17日、2018年 8月 28日、

2018年 10月 30日、2019年 4月 16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登载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公

司涉及诉讼的公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

报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半年度报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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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概述及类型 查询索引 

提供履约担保。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津疆

物流公司向天津高院提起诉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案除 2018 年年度报告披

露的相关信息外，尚未有其他进展。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特变电工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公司诉上海中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中添）案：上海中添未按公司与

其签署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支付后

续货款 7,243 万元，2013 年 9 月公司对

上海中添等债权人及担保人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疆高院）

提起诉讼并申请采取保全措施，要求支付货

款、违约金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案除 2019 年年度报告披

露的相关信息外，尚未有其他进展。 

详见 2014 年 3 月 28 日、2015 年 8 月

26 日、2016年 8月 30 日、2017 年 4月 18

日、2017年 10月 28日、2018年 4月 17日、

2018年 4月 27日、2018年 8月 28日、2019

年 4 月 16 日、2019 年 4 月 25 日、2020 年

4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登载的《特变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特变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

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三季度报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特变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

报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 

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诉盱眙

高传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盱眙高

传）及其他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新能源公司承建盱眙高传的盱眙高传风电

项目，盱眙高传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夏租赁公司）针对该风电项目

开展融资租赁直租业务。因盱眙高传未及时

提供项目施工必备批复文件，该项目因手续

不全等原因不具备施工条件而长期处于停

工状态，盱眙高传欠付新能源公司工程款，

且因为该项目融资租赁业务纠纷导致公司

被华夏租赁公司提起诉讼。新能源公司就上

述纠纷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盱

眙高传及其他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相关被告

支付工程款项、因盱眙高传违约给新能源公

司造成的损失、诉讼费、保全费用及其他相

关费用，共暂计人民币 732,889,082.37元。

该案除 2021年 1月 21日《特变电工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披露

的相关信息外，尚未有其他进展。 

详见 2020 年 6 月 23 日、2021 年 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登载的《特变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公司诉

讼进展的公告》。 

新能源公司诉盱眙高传及其他被告未

按约定支付融资租赁租金，构成根本违约

案：2020年 11月新能源公司受让了华夏租

详见 2021年 3月 4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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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概述及类型 查询索引 

赁公司与盱眙高传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直

租）》（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

部已到期、未到期及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如

发生）后的债权。因盱眙高传公司未按约定

支付融资租赁租金，构成根本违约，新能源

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相关被告支付已到期未付租金及相应

延迟违约金、全部未到期租金及相应延迟违

约金、留购款项、律师费及本案诉讼费、财

产保全费等费用。截至 2021 年 3 月 4 日，

本案尚未开庭。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公司涉及诉

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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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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