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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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剑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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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2,130,133.04 16,497,965,601.41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55,445,744.53 5,434,398,615.39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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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81,581.41 -29,134,19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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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597,008.69 1,334,917,127.16 5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829,242.49 158,584,655.97 3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809,269.82 144,564,683.30 4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1 3.28 增加 0.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7 35.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7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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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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029,364.3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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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3,156.2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65,961.6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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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65,884.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6,791.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134.72  

所得税影响额 -2,494,051.30  

合计 14,019,9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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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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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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8,959,551 29.4249 31,583,745 质押 122,303,745 国有法人 

南昌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6,279,863 8.0461 0 未知 0 其他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68,341,014 7.208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50,105,336 5.2852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9,473,385 4.163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水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南昌市水富君成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511,945 3.2184 0 未知 0 其他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2,175,827 1.2843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龙萍 11,033,384 1.1638 0 质押 11,033,384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沪深 300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859,970 0.7236 0 未知 0 其他 

徐小良 4,056,400 0.427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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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7,375,806 人民币普通股 247,375,806 

南昌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6,279,863 人民币普通股 76,279,863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68,341,014 人民币普通股 68,341,014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50,105,336 人民币普通股 50,105,336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9,473,385 人民币普通股 39,473,385 

上海水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昌市水

富君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511,945 人民币普通股 30,511,945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2,175,827 人民币普通股 12,175,827 

李龙萍 11,033,384 人民币普通股 11,033,38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859,970 人民币普通股 6,859,970 

徐小良 4,05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南昌市政公

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为南昌

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3）前十大股

东（除上述以外）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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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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中与上年度同比有重大变化的主要项目说明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增减原因 

 应收账款  678,439,279.11   494,464,731.27 37.21%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确认的应收账款

增加所致。 

存货 563,624,414.32  247,854,200.37 127.40% 主要系合同履约成本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728,040,302.30  375,176,850.15 94.05%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确认的合同资产

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47,579,703.18      / 主要系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预收款项 136,060.59   83,269.71  63.40% 主要系预收房屋租金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9,013,783.98  111,279,038.08  -37.98% 主要系本期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租赁负债 39,828,628.86      / 主要系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长期应付款 289,680,000.00  89,680,000.00  223.02% 
主要系本期收到中央基建投资拨款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4,078,786.98  -100.00% 
主要系联营企业南昌红土创新资本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减少所致。。 

 专项储备 22,748,699.03   15,958,353.04  42.55% 主要系计提安全生产费用增加所致。 

利润表构成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幅度 增减原因 

营业收入 2,073,597,008.69  1,334,917,127.16  55.34% 
主要系本期供水、污水、工程和燃气销

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629,438,848.22  1,028,520,179.31  58.43%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本对

应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4,067,344.62  7,434,050.98  89.23% 主要系本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 

其他收益  8,357,349.86  12,372,420.87  -32.45% 主要系增值税即征即退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632,852.19  3,217,077.73  -80.33% 
主要系按照权益法计提联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8,006,484.58  23,568,030.45  -66.03%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

司去年同期转让彭泽分公司产生资产处

置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76,952.64  488,516.33  284.21%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1,277.25  88,911.49  -64.82% 主要系支付的补偿款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311,960,739.33  215,906,768.11  44.49% 主要系收入增加，利润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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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68,950,950.66  40,537,722.21  70.09% 
主要系利润增加，计提所得税费用相应

增加。 

净利润  243,009,788.67  175,369,045.90  38.57% 主要系收入增加，利润相应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6,829,242.49  158,584,655.97  36.73% 主要系收入增加，利润相应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26,180,546.18  16,784,389.93  55.9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南昌市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构成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幅度 增减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1,581,581.41   -29,134,196.23  /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09,377,915.67   -455,823,801.36  /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3,821,073.68   422,736,707.85  / 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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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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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邵涛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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