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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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虞纪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申素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范雪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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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0,381,065.66 5,189,894,320.88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951,272,266.82 2,897,477,028.37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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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00,542.93 44,369,164.0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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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463,223.08 3,256,228,409.35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3,542,605.15 50,403,249.70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3,985,776.64 

 

45,088,456.38 -2.4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83 3.44 减少 1.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3 0.29 -20.6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3 0.29 -20.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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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3.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927,7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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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8,2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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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437.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659,704.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41,831.97  

所得税影响额 -506,309.59  

合计 9,556,8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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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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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JI QUN 60,180,000 
26.09 60,180,000 

无  
境外自然

人 

曹佩凤 48,905,789 
21.20 48,905,789 

无  
境内自然

人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1,052,632 

9.13 21,052,632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526,316 

4.56 10,526,316 
质押 10,526,3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曹静芬 8,080,000 
3.5 8,08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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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协同创新股权投

资创业中心（有限合

伙） 

5,000,000 

2.17 5,00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周德勇 2,700,000 
1.17 2,70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董赵勇 2,200,000 
0.95 2,20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侯文波 2,105,263 
0.91 2,105,263 

无  
境内自然

人 

曹万成 1,680,000 
0.73 1,680,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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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月季 54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41,600 

项光达 452,529 人民币普通股 452,529 

戴明花 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 

潘泽明 2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500 

陈爱君 239,189 人民币普通股 239,189 

许志容 22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800 

陈可儿 229,262 人民币普通股 229,262 

王伊莎 22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300 

冯捷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廖政源 186,261 人民币普通股 186,2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 YUJIQUN（中文名：虞纪群）与股东曹

佩凤系夫妻关系，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

东曹静芬、曹万成系曹佩凤兄弟姐妹，曹静芬、曹万成与

YUJIQUN（中文名：虞纪群）、曹佩凤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上述前十名股东中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关联或一致行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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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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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变动较大的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

科目 

本报告期期末数 上年度末数 变动比例

（%） 

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24,263,783.73 16,289,023.77 48.96 主要系公司期末以票据

方式结算货款较期初增

加所致 

预付款项 72,372,320.83 314,428,115.26 -76.98 主要系子公司福建甬金

期末预付的材料款减少

所致。 

其他应收款 48,122,579.12 36,283,576.81 32.63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甬金

期末押金保证金增加所

致。 

存货 1,092,081,782.21 511,198,286.91 113.63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江苏

甬金和福建甬金备货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5,073,111.63 355,252,467.90 -78.87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赎

回所致。 

在建工程 275,123,012.49 521,840,643.76 -47.2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广东

甬金冷轧不锈钢一期工

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

致。 

应付账款 620,392,646.28 248,342,611.93 149.81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甬金

和福建甬金期末备货增

加导相应导致应付材料

款增加。 

长期应付款 117,373,012.58 85,301,158.87 37.60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甬金

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并利润表变动较大的项目和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利润表科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原因 

税金及附加 4,580,601.22 6,565,865.52 -30.24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增值

税减少导致相应附加税

费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999,865.35 7,535,570.32 -126.54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减

少及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767,431.50 -1,940,361.83 42.62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甬金

期末应收账款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659,704.35 595,800.00 178.57 主要系公司本期对外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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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1,130.90 344,441.75  -90.96 主要系公司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投资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921,217.56 14,948,993.64 46.64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总

额较上期增加从而导致

所得税费用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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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甬金金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虞纪群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