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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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谢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雷交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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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48,869,213.24 64,251,948,070.91 1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176,456,037.95 30,541,405,029.73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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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293,387.04 434,113,263.66 2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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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7,725,141.89 7,825,137,178.03 3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7,369,394.06 344,466,430.76 14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96,171,272.56 316,119,847.57 15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4 1.94 增加 0.8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2 0.0887 112.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2 0.0887 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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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3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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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28,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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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4,341.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3,5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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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6,290.95  

所得税影响额 -10,255,884.44  

合计 51,198,1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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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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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1,998,422,515 44.39 0 质押 788,85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0,230,844 6.23 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资管－中国银行－国

寿资产－优势甄选 2108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 

51,499,840 1.14 51,499,84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50,070,098 1.11 0 无  未知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

托·丹华成长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9,656,515 1.10 0 无  未知 

朱雀基金-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陕煤朱雀新能源产业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32,783,228 0.73 6,785,714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339,498 0.67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7,797,381 0.62 0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华能信托·嘉月 7号

单一资金信托-大成基金卓越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285,715 0.54 24,285,715 无  未知 

长兴致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942,100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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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1,998,422,515 人民币普通股 1,998,422,5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0,230,844 人民币普通股 280,23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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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50,070,098 人民币普通股 50,070,098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丹华成长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9,656,515 人民币普通股 49,656,5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339,498 人民币普通股 30,339,4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工业周

期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7,797,381 人民币普通股 27,797,381 

朱雀基金－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陕煤朱雀

新能源产业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997,514 人民币普通股 25,997,514 

长兴致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9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42,1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7,757,897 人民币普通股 17,757,89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7,132,912 人民币普通股 17,132,9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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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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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情况说明 

预付账款 1,561,839,238.92 1,113,458,878.37 40.27% 主要系预付电费、原料款增加所致 

存货 3,903,592,744.73 2,773,077,527.98 40.77% 
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原材料储备、

成品和发出商品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38,690,552.82 477,736,082.22 -50.04% 
主要系处置丽江隆基股权、中威新能

源纳入合并所致 

在建工程 4,404,599,565.28 2,997,901,620.59 46.92% 主要系新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2,445,804,304.55 1,547,022,743.45 58.10% 主要系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3,914,123,690.83 9,411,924,434.78 47.84% 
主要系光伏板块经营规模扩大，采用

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07,883,798.39 35,072,100.83 207.61% 主要系预收水面租金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3,242,334,887.34 2,302,728,492.73 40.80%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311,072,228.28 220,414,765.91 41.13% 
主要系利润增加，预提所得税增加所

致 

其他应付款 1,084,815,256.25 743,639,264.91 45.88% 主要系保证金增加所致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5 

 

其他流动负债 204,065,651.25 130,204,120.53 56.73%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对应的增值税

部分相应增加所致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增减率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0,617,725,141.89 7,825,137,178.03 35.69% 
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产品价格提升

所致 

税金及附加 38,974,399.71 26,835,365.49 45.24% 
主要系收入增加，对应的税金及附加

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492,110,214.52 337,874,930.22 45.65% 主要系员工奖金、修理费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334,443,326.59 198,198,363.25 68.74%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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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 1月 5日，公司 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届满到期，公司已按照激励计划在届满前

分期完成股份减持，根据考核情况为员工兑现收益，达到了激励目的。 

2、为持续保持对员工的激励，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

的一致,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威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公

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35,000万元，设立后将委托资产管理人成

立资管/信托产品进行管理。资管/信托产品的份额上限为270,000万份，每份额价格为人民币1元。

按照不高于1:1的比例设立优先份额和次级份额，优先份额上限为135,000万份，次级份额上限为

135,000万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为36个月，股票来源为二级市场购买，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6个月内委托资管/信托计划完成标的股份购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资管/信托产品名下之日起算。 

报告期内，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国寿资产-优势甄选2108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已成立，规模

180,000万元，其他资管/信托产品正在推进成立过程中。截至报告期末，“国寿资产-优势甄选2108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买入公司股票51,499,84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4%，成交均价为33.85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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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毅 

日期 2021年 4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