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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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春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佳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古松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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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3,391,559.74 1,773,252,663.56 3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510,715.96 102,039,874.58 5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0,488,768.41 100,136,464.25 5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207,242.51 272,557,312.23 -125.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0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0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2.3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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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6,263,556.02 13,650,090,612.56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27,584,878.06 4,375,201,816.50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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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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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307.8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67,391.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6,046.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24,129.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97.45  

合计 4,021,94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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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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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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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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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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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网架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41% 314,515,000  质押 112,000,000 

杭州浩天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24% 74,860,000    

郭明明 境内自然人 4.88% 50,445,991 37,834,493   

浙江银万斯特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全盈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63% 27,163,585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东杲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4% 18,000,024    

徐春祥 境内自然人 1.74% 18,000,000 13,500,000   

周观根 境内自然人 1.74% 18,000,000 13,500,000   

殷建木 境内自然人 1.74% 18,000,000    

红塔红土基金

－广发银行－

杭州恒钰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74% 17,987,012    

俞正福 境内自然人 1.65% 17,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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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 314,5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515,000 

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4,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860,000 

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全盈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7,163,585 人民币普通股 27,163,58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杲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24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24 

殷建木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红塔红土基金－广发银行－杭

州恒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987,012 人民币普通股 17,987,012 

俞正福 17,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20,000 

郭明明 12,611,498 人民币普通股 12,611,498 

郭林林 12,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20,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智昂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8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3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郭明明

为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徐春祥、周观根、殷建木分别为浙江东南网

架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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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59,148,356.48 1,481,869,948.62 -35.27% 主要系本期支付较多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0,422,916.67 80,525,525.00 86.80% 
主要系本期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

较多所致 

预付款项 103,888,808.68 65,436,938.11 58.76% 主要系本期备料预付较多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53,068,922.00 79,352,312.91 -33.12% 

主要系本期尚未到期质保金结算

较多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28,137,014.36 21,025,198.01 33.83% 
主要系本期投资性房地产增加所

致 

在建工程 192,829,094.06 270,884,936.74 -28.82%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转固所致 

合同负债 763,955,712.94 464,098,000.43 64.61% 
主要系本期已结算未完工工程款

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82,869,834.13 181,866,572.25 -54.43% 主要系本期支付税金较多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2,174,133.27 54,054,319.65 52.02% 
主要系本期计提待转销项税较多

所致 

长期借款 408,302,290.72 256,887,044.15 58.94% 主要系本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3,850,430.11 290,244,138.07 52.92% 主要系本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33,391,559.74 1,773,252,663.56 37.23% 主要系本期业务规模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101,549,179.22 1,565,968,479.75 34.20% 主要系本期业务规模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88,174,793.98 63,478,166.84 38.91% 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72,668,318.46 41,897,553.17 73.44%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较多所致 

投资收益 -776,389.71 -2,164,373.15 64.13% 
主要系本期票据贴现利息支出减

少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1,939,655.08 1,256,372.66 54.39%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收益较好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35,150,799.73 63,563,077.93 -44.70% 
主要系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同

比降低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34,022.96 -8,217,390.40 88.63% 主要系本期存货跌价损失计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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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所致 

营业利润 176,272,268.22 122,805,351.55 43.54% 主要系本期盈利能力较好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09,352.29 87,402.99 1169.24% 主要系本期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77,775.79 394,497.90 97.16% 主要系本期营业外支出较多所致 

利润总额 176,603,844.72 122,498,256.64 44.17% 主要系本期盈利能力较好所致 

净利润 153,001,422.14 100,927,899.60 51.59% 主要系本期盈利能力较好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54,510,715.96 102,039,874.58 51.42% 

主要系本期盈利能力较好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509,293.82 -1,111,974.98 -35.73%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产生亏

损较上期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0,207,242.51 272,557,312.23 -125.76% 

主要系本期支付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0,905,721.91 -306,920,344.69 54.09% 

主要系去年同期购买土地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2,171,954.83 -102,290,438.67 -136.75% 

主要系去年同期吸收少数股东投

资较多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53,212,970.49 -136,695,936.84 -231.55% 

主要系本期支付较多和去年同期

吸收少数股东投资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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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 

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31,00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000万元（含发行费用）。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含35名）特定对

象。发行对象范围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

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均价的80%。2020年8月5日，公司

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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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3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

序号：210534）。2021年3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534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相关

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讨论，并根据反馈意见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

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021 年 03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1） 

2021 年 03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2021 年 03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关于<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反馈回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

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10.44元/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0年3月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2020

年3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24）。 

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披露了《关于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鉴于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4月21日实施完毕，公司根据《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

书》，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0.4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41元/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15,951,54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54%，最高成交价为10.3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03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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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总金额为130,010,755.22元（不含交易费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不得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但依照有关规定发行优先股的除外。公司已于2020年7月21日披露《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

案》，为顺利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本次提前终止回购股份事项已获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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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对方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 本期及累计确 应收账款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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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名称 名称 度 认的销售收入

金额 

情况 

浙江东南网架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三阳

房地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杭州湾智慧谷

二期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

同 

2,757,241,563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完工

进度 23.50%，

收款进度为

14.78% 

本期确认收入

25,428.03 万

元，累计确认

收入 59,458.58

万元 

按合同条款比

例正常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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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自有资金 23,000 15,000 0 

合计 23,000 1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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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1 年 03 月

03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银华基金：张

伯伦；华创证

券：王彬鹏，

公司经营情

况介绍及答

复投资者提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1 

郭亚新；华泰

保兴基金：陈

奇凡；长江证

券：毕春晖 

问 com.cn）披露的 2021

年 3 月 3 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1 年 03 月

04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苏

多永，董文静 

公司经营情

况介绍及答

复投资者提

问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 2021

年 3 月 4 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1 年 03 月

05 日 

同花顺网上

路演互动平

台 

其他 其他 

参加公司

2020 年度网

上业绩说明

会的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

况介绍及答

复投资者提

问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 2021

年 3 月 5 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1 年 03 月

10 日 

公司会议室

及公司新型

装配式钢结

构数字化工

厂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基金：陈

伟波；中金公

司：詹奥博；

禾其投资：杨

硕；毅恒资

本：谢宽 

公司经营情

况介绍及答

复投资者提

问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 2021

年 3 月 10 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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