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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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黎仁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海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茂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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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003,608.88 756,421,955.02 -4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049,171.99 -18,399,219.10 19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990,227.47 -19,469,390.32 18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695,344.82 19,778,064.29 131.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8 -0.0156 193.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8 -0.0156 193.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 -0.58%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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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5,410,840.80 12,419,837,727.04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7,240,724.82 2,481,358,760.81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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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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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885.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4.28  

合计 941,05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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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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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仁超 境内自然人 23.05% 272,211,184  204,158,388 质押 216,200,000 

蒋忠平 境内自然人 1.91%  22,519,335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

持盈 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6%  13,750,780     

沈杏女 境内自然人 0.95%  11,232,359     

曾训楷 境内自然人 0.85%   9,989,220     

李振华 境内自然人 0.74%   8,687,460     

沈国富 境内自然人 0.72%   8,505,200     

丁煜康 境内自然人 0.70%   8,300,000     

曾崇芸 境内自然人 0.47%   5,523,500     

吴明亮 境内自然人 0.36%   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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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仁超 68,052,796 人民币普通股  68,052,796 

蒋忠平  22,519,335 人民币普通股  22,519,335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盈

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750,780 人民币普通股  13,750,780 

沈杏女  11,232,359 人民币普通股  11,232,359 

曾训楷   9,989,220 人民币普通股   9,989,220 

李振华   8,687,460 人民币普通股   8,687,460 

沈国富   8,505,2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5,200 

丁煜康   8,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00 

曾崇芸   5,5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5,523,500 

吴明亮   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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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盈 27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股份为黎仁超先生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

除此之外，未知公司前 10名股东之间、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

及前 10名股东和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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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0.00 467,640.00 -100.00% 报告期应收票据已背书 

应收款项融资 4,702,692.08  2,114,980.27 122.35% 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资产） 
28,411.49  90,304.34  -68.54% 报告期内摊销办公房屋装修费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36,003,608.88 756,421,955.02 -42.36% 

境外疫情持续蔓延，业务受影响较大，

在建项目执行进度放缓，新开工订单

项目减少，完工产品同比下降。 

营业成本 405,115,891.89 638,281,350.99 -36.53% 生产投入及完工产品同比下降 

销售费用 2,547,123.35 7,296,501.54 -65.09% 
报告期内，公司对销售模式和考核结

算方式进行了一定调整。 

研发费用 13,422,404.66 6,033,430.54 122.47% 对研发项目投入比上期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8,554,419.38 0.00 - 报告期应收账款回款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335,740.38 -33,725,004.27 -112.86% 合同资产结算同比增加 

营业外收入 14,057.66 160,232.55 -91.23% 违约金及考核扣款同比减少。 

营业外支出 10,703.90 506,192.68 -97.89% 其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9,674,337.51 5,224,460.26 -285.47% 
报告期内，因未弥补亏损增加计提递

延所得税资产。 

 

合并现金流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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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515,482,798.61 358,798,453.02 43.67% 

报告期内加大了货款催收，现金

回款同比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416,712,150.37 302,348,816.52 37.82% 

报告期内，公司向供应商支付的

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5,093,222.53 7,996,833.08 -36.31% 营业收入减少、税费降低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8,982,524.37 9,054,127.97 220.10% 支付的项目保证金等同比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3,379,979.35 23,149,800.00 87.39% 
报告期内，收到玉林能投等项目

部分股权转让尾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225,149,461.30 152,350,963.19 47.78% PPP 项目建设进度同比有所加快 

投资支付的现金 0 43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未支付现金投资款项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2,293,400.00 990,000.00 3161.96% 子公司收到政府专项资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2,000,000.00 1,545,000,000.00 -90.81% 报告期内新增借款同比减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1,580,480,000.00 -96.84% 上期偿还了到期债券 15 亿元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32,252,323.78 5,901,354.30 446.52% 报告期内偿还借款利息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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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诉讼事项。公司与石河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下称“天富南热电”天富南热

电）于 2005 年 11 月签订了两台锅炉设计制造合同。该两台锅炉于 2007 年 7 月

正式投产，至 2015 年 7 月 8 日，运行时间已达八年。2015 年 7 月 9 日，1 号锅

炉的省煤器冷灰斗发生垮塌，天富南热电以产品存在严重缺陷为由，向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新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北科欧远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其清理维修等费用合计 2,407.76 万元。2018 年

5 月 20 日公司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目

前，本案正在审理中。目前本案正在审理中。 

2018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2018年半年报》 

诉讼事项。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与印度 TRN ENERGY PVT.LTD（下称“印

度 TRN公司”）签订了一份《离岸供应合同》，由公司向其供应锅炉、汽轮机

2019 年 08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9 年半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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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机，合同总金额 1.861亿美元。按照合同约定，公司向印度 TRN 公司出具

了两份中国银行开立的保函，合计金额 1861 万美元。2012 年 3 月 23 日，公司

与印度 TRN 公司及印度 BGR ENERGY SYSTEMS LIMITED（下称“印度 BGR

公司”）签署了一份《DEED OF ASSIGNMENT》（转让契约），约定由印度

BGR 公司继承印度 TRN 公司在《离岸供应合同》中的全部权利、权益、义务以

及为执行这些权利、权益和义务的所有赔偿请求权。2019 年 5月 10日，印度

TRN 公司在丧失《离岸供应合同》合同地位的情况下发起保函支付请求，要求

银行向其支付 186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2 亿元）的保函款项。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银行终止支付保函

项下的款项合计 1861 万美元。目前，本案尚未开庭。 

诉讼事项。公司及子公司华西工程于 2017 年-2018 年先后与中国机械工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机建设”） 就斯里兰卡科伦坡垃圾焚烧发电总包项目

签订了多份工程分包合同，合计金额 170,748,958 元，合同约定中机建设为公司

总包项目提供土建、安装等工程分包服务。2020 年 11 月因中机建设施工工期严

重逾期，我公司依法解除了与该公司签署的土建、安装分包合同，2020 年 4 月

20 日，中机建设向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欠款、

现场材料费、终止合同损失等合计 8,582.81 万元。目前，本案尚未开庭。 

2020 年 10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 2020 年第

三季度报告》 

对外投资。2017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出资入伙自贡战新高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议案》。公司拟现金

出资 5,500 万元，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投资入伙自贡战新高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目前，公司已支付首期出资 3,850 万元。 

2017 年 03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出资入伙自贡

战新高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6 

对外投资。2018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德国 JL Goslar GmbH 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公司拟现金出资 650.3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5,158.57 万元）收购德国 Endurance Capital AG 公司、德

国 Pro Consult Plus UG 公司所持德国 JL Goslar GmbH 公司合计 51%的股权。目

前，本次股权收购已通过境外监管审批，股权收购资金尚未支付。 

2018 年 0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购德国

JL Goslar GmbH 公司 51%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3 

对外投资。2020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资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现金出资

6,000 万元增资入股四川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四川金瑞麒”）。

本次增资完成后，四川金瑞麒注册资本由 1,250 万元增加至 1,420.45 万元，公司

持有 12%的股权。目前，本次增资公司尚未出资、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2020 年 05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增资四川

金瑞麒智能科学技术有限公

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1 

对外投资。公司于 2020年 10月 30日与自然人刘伯会、鹰潭泓腾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下称“鹰潭泓腾”)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股权投资与合作协议》，公

司拟现金出资 4,200万元投资、收购自然人刘伯会所持有的鹰潭泓腾 70%的股

权。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支付投资款项 1,300万元，上述投资收购尚未完成。 

受新冠疫情、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同时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公司生产

经营和资金需求状况等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维

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分析并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

止本次投资事项。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收购鹰潭泓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70%股权》，同意公司

终止投资收购鹰潭泓腾。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对外投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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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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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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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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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其亚铝电有

限公司 

新疆其亚铝电有

限公司

6x360MW 超临

界燃煤机组锅炉 

10.20 亿元 

公司已完成部分

产品生产，项目已

暂停。 

本期无收入，累

计确认收入

18,468.72 万元 

本期回款 900 万

元，累计回款

2,300 万元。 

华西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自贡市城乡规划

建设和住房保障

局、四川星星建

自贡市东部新城

生态示范区一期

工程 PPP 项目 

项目总投资

231,623 万元 

合同项目正在执

行过程中 

本期确认收入 0

元，累计确认收

入 55,163.04 万

本期回款 0 元，

累计回款

58,162.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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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集团有限公司 元 

华西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自贡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工业区

管理办公室、华

西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 

自贡综合保税区

基础设施及配套

功能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 18.61

亿元 

项目合同正在执

行过程中 

本期确认收入 0

元，累计确认收

入 90,335.79 万

元 

本期回款 7,731

万元，累计回款

99,635.4 万元 

华西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烟台锦泰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编号为

JT20200311NY

的锅炉一批 

合同总金额8.6亿

元 

合同项目正待启

动 

本期无收入，无

累计确认收入。 

本期无回款，无

累计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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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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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法定代表人：黎仁超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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