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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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克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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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764,594,181.61 321,356,733,551.09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519,606,369.97 36,680,492,648.99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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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8,399,921.55 -16,003,916,584.80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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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38,137,544.82 40,553,757,187.25 5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562,722.28 123,898,876.93 1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0,803,605.31 355,907,805.58 1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2 0.19 减少 0.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6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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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8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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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52,9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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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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802,005.87 主要是由于部分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下跌，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34,243.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34,250.10  

所得税影响额 89,204,957.19  

合计 -260,240,8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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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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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2,688,670,545 30.19 0 无 0 国有法人 

国盛集团－国际金融－15 国盛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1,200,943,893 13.49 0 无 0 其他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836,759,155 9.40 0 无 0 国有法人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

划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上海建工 
409,512,626 4.60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6,241,736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7,322,555 2.22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3,950,982 0.6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411,740 0.54 0 无 0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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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2,688,670,545 人民币普通股 2,688,670,545 

国盛集团－国际金融－15 国盛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1,200,943,893 人民币普通股 1,200,943,893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836,759,155 人民币普通股 836,759,155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障

管理产品－上海建工 
409,512,626 人民币普通股 409,512,62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6,241,736 人民币普通股 266,241,73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7,322,555 人民币普通股 197,322,5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3,950,982 人民币普通股 53,95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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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48,411,740 人民币普通股 48,411,74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人民币普通股 43,766,883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人民币普通股 43,766,8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上海建工”

为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专户，由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 

“国盛集团－国际金融－15国盛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为国盛集团发行可交换公司债设立的专

项账户。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有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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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境内生产经营恢复正常，累计新签合同962.0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63%），实

现营业收入633.38亿元，同比增长56%，其中：建筑施工业务收入为555.8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24.24亿元（增幅为67.6%）；建材工业业务收入为36.7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04亿元（增幅

为43.1%）；设计咨询业务收入为9.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7亿元（增幅为43.2%）；房产开

发业务收入为5.39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1.91亿元（降幅为68.8%）。对应，本报告期公司营业

成本较上年显著增长。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1,218,780,945.78 844,560,853.34 44.31 系报告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7,628,848,262.33 5,219,963,581.36 46.47 系报告期收到商业承兑汇票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311,204,642.32 1,412,712,280.97      -77.97 

系报告期 BT 及 PPP 项目收到一年

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所致。 

在建工程 953,223,130.38 718,450,768.50 32.68 系报告期基建厂房建造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40,308,838.56 25,675,592.26 56.99 系报告期预收房屋租金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06,561,810.14 1,374,679,936.05      -55.88 
系报告期发放上年预提的职工薪

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08,038,074.74 862,982,063.20      -41.13 
系公司报告期代转销项税额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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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资产 1,994,205,043.89        100.00 系报告期执行租赁准则所致。 

租赁负债 1,899,100,489.45        100.00 系报告期执行租赁准则所致。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期数 

本期金额较

上期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63,338,137,544.82 40,553,757,187.25 56.18 

本期公司境内生产经营恢复正常，

核心业务收入增长迅速（详见前

文）。 

营业成本 58,418,683,216.75 37,152,771,858.46 57.24 
本期公司新签合同定单增加、销售

增长，因此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销售费用 189,153,275.97 119,813,751.65 57.87 
本期公司销售增长带来销售费用

增加，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 

研发费用 1,409,467,361.42 649,926,153.60 116.87 本期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673,138,302.93 478,055,952.72 40.81 本期公司利息支出较上年增加。 

其他收益 28,458,147.90 21,508,209.66 32.31 
本期公司收到的科研补助较上年

增加。 

投资收益 28,271,113.19 56,049,569.51 -49.56 
本期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3,662,324.41 -50,631.36 26,883.92 
本期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

上年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40,159.18 59,830.86 -334.26 
本期公司处置资产收益较上年减

少。 

营业外收入 24,544,910.27 38,818,504.78 -36.77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减少。 

营业外支出 6,772,483.24 10,362,396.40 -34.64 本期捐赠支出较上年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1 0.006 -83.33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计算每股

收益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应扣除优先股、永续债等其他

权益工具的股利或利息的影响。本

期，公司永续债金额较上期增加，

对应的股利/利息增加。 

 

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变动较大的指标包括： 

1、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4.9亿元，主要是购建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增加3.4亿元。 

2、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41亿元，主要是公司发行永续债券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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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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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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徐征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