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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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金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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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642,089.58 293,185,522.48 9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076,283.18 13,351,422.87 24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1,066,641.42 8,763,731.00 36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615,109.46 23,918,505.19 -1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08 2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08 2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0.63%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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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3,522,161.02 4,053,842,031.16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94,749,845.83 2,345,498,282.8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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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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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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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8,525.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4,5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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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884,538.79  

合计 5,009,64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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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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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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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亚玛顿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11% 67,380,200  质押 40,000,000 

林金坤 境内自然人 6.53% 10,449,000  冻结 2,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低碳新经济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04% 4,861,1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清

洁能源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18% 3,493,61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积

极成长一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2% 2,1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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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欧新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21% 1,928,964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96% 1,538,913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

瑞中证光伏产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1,255,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嘉

泽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134,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63% 1,0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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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7,3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67,380,200 

林金坤 10,4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49,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低碳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86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1,1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493,610 人民币普通股 3,493,6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积极成长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0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6,5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1,928,964 人民币普通股 1,92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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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LOF）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1,538,913 人民币普通股 1,538,9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5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5,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嘉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13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4,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1,000,083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林金锡先生、

林金汉先生与林金坤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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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金额增加300.9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购买的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78.3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销售额增加对应收

到的银行票据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48.47%，主要原因系上期预付材料款本期陆续到货，

预付材料款减少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63.3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回部分电站转让股

权款、减资款及应收股利所致。 

5、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38.4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根据销售订单备货所致。 

6、合同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83.8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组件销售质保金到期收

回所致。 

7、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37.79%，主要原因系融资租赁借款保证金减少所

致。 

8、使用权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执行新准则，将融资租

赁资产从固定资产调整至该科目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81.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募投项目新增产

线预付款增加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84.9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支付了上期计提

的奖金所致。 

11、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76.2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缴纳了上期计提的所

得税所致。 

12、租赁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执行新准则，将长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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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重分类至租赁负债科目所致。 

13、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1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执行新准则，将长期

应付款重分类至租赁负债所致。 

（二）利润表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96.6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光伏减反玻璃和太阳能

瓦片玻璃的产销量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地提升。 

2、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97.28%，主要原因系随着报告期营业收入的增加，营业

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1.7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执行新准则，将与销售相关

出口报关费用调整至营业成本科目所致。 

4、研发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29.5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加大了对研发项目的投入

所致。 

5、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8.5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及由于汇率变

化产生汇兑收益所致。 

6、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5.4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7、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5.5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理财利息增加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6.6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回计入合同资产的组

件保证金，相应合同资产减值损失冲回所致。 

9、营业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63.2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光伏减反玻璃和太阳

能瓦片玻璃的产销量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地提升。同时，毛利较上年同期也有较大幅度增

长所致。 

10、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5.03%，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核销了确认不用支付

的工程款所致。 

11、利润总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34.4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12、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29.2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母公司可弥补的营业亏

损额减少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907.1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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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电站转让股权款、减资款及应收股利，致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24.0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减少银行

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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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事项 

2020年8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9月7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批准公司

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4,800 万股A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000

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大尺寸、

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BIPV 防眩光镀膜玻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2020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发行申请文件的受理通知。2020年

12月1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2020年12月16日、2021年1月9日，公司分别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和反馈意见回复修订并进行公告。2021年2月22日，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2021年3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95 号）。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

事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复 
2021 年 03月 09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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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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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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

制人林金锡、

林金汉 

股份流

通限制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金

锡、林金汉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在股份锁定限

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

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

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

再卖出发行人股份；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

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2011年 10

月 13日 
长期 正常履行 

公司控股股

东常州市亚

玛顿科技有

限公司、实际

避免同

业竞争 

1、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市

亚玛顿科技有限公司承

诺：本公司目前未从事

任何与亚玛顿业务范围

2011年 10

月 13日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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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林金

锡、林金汉、

自然人股东

林金坤 

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

竞争的业务，亦不拥有

任何从事与亚玛顿股份

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企

业的股权或股份，或在

任何与亚玛顿股份产生

同业竞争的企业拥有任

何利益；本公司及本公

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如有）将来亦不会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亚玛顿股份相竞争

的投资及业务；如出现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

亚玛顿股份及其他股东

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上述承诺

在本公司作为亚玛顿股

份发起人股东期间内及

在转让所持股份之日起

一年内持续有效，并且

不可变更或者撤销。2、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金

锡、林金汉、股东林金

坤承诺： 本人及本人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未

从事任何与亚玛顿业务

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

实质竞争的业务，亦不

拥有任何从事与亚玛顿

股份可能产生同业竞争

的企业的股权或股份，

或在任何与亚玛顿股份

产生同业竞争的企业拥

有任何利益；本人及本

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来亦不会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亚玛顿

股份相竞争的投资及业

务；如出现因违反上述

承诺而导致亚玛顿股份

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

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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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亚

玛顿股份发起人股东期

间内及在转让所持股份

之日起一年内持续有

效，并且不可变更或者

撤销。 

公司实际控

制人林金锡、

林金汉 

关于缴

纳社会

保险、住

房公积

金 

1、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金

锡、林金汉承诺：对 2009

年 7月之前，公司未为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情

况，承诺如下：亚玛顿

若因其未依据国家法律

法规之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而被国家主管部门

追索、处罚，或牵涉诉

讼、仲裁以及其他由此

而导致亚玛顿资产受损

的情形，因此所产生的

支出均由本人无条件以

现金全额承担。2、公司

实际控制人林金锡、林

金汉承诺：对于 2010 年

8月之前公司未为员工

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

况，承诺如下：亚玛顿

若因其未依据国家法律

法规之规定缴纳住房公

积金，而被国家主管部

门追索、处罚，或牵涉

诉讼、仲裁以及其他由

此而导致亚玛顿资产受

损的情形，因此所产生

的支出均由本人无条件

以现金全额承担。 

2011年 10

月 13日 
长期 正常履行 

公司实际控

制人林金锡、

林金汉 

避免资

金占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金

锡、林金汉承诺：本人

及本人参股或控股的公

司不会以借款、代偿债

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

方式占用股份公司之资

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

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

2011年 10

月 13日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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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与公司发生除正常业

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公司控股股

东亚玛顿科

技、实际控制

人林金锡、林

金汉 

非公开

发行股

票摊薄

即期回

报采取

填补措

施的承

诺 

1、本公司/本人承诺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承诺不会越

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

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

监会做出关于填补回报

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

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

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

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3、承诺切

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

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以

及本公司/本人对此做

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

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

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

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公司/本人愿意

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

资者的补偿责任。 

2020年 11

月 1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实际控制人

林金锡、林金

汉 

非公开

发行股

票摊薄

即期回

报采取

填补措

施的承

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

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

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

司利益；2、本人承诺对

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

束；3、本人承诺不动用

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

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

动；4、本人承诺由董事

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5、如公司未

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

2020年 11

月 1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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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股权激励方案

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6、自本承诺出具

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

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

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

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

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7、本人将

切实履行前述有关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

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

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

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

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

赔偿责任。 

实际控制人

林金锡、林金

汉 

关于房

屋租赁

未备案

事项的

承诺 

如因发行人及/或其控

制的企业承租的其他第

三方房屋未办理租赁备

案，且在被主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后逾期未改

正，导致发行人及/或其

控制的企业被处以罚款

的，则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将对发行人及其控制

的企业因此造成的损失

进行充分补偿。 

2020年 11

月 1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实际控制人

林金锡、林金

汉 

关于未

取得产

权证书

的土地/

房产的

承诺 

如发行人及相关光伏电

站项目公司因使用未取

得产权证书的土地及/

或因无证房产未及时办

理建设及产权手续等受

到主管部门处罚及/或

被要求拆除、搬迁等，

则实际控制人将对发行

人及其相关光伏电站项

目公司因此受到的全部

损失进行充分补偿。 

2020年 11

月 1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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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

林金锡、林金

汉 

关于相

关光伏

电站项

目尚未

经主管

部门认

定属于"

光伏复

合项目"

的承诺 

如发行人及相关光伏电

站项目公司因相关光伏

电站项目用地问题而受

到处罚或被要求收回农

用地等，则实际控制人

将充分补偿发行人及起

相关光伏电站项目公司

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2020年 11

月 1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常州亚玛顿

股份有限公

司 

现金分

红 

在符合现金分红具体条

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

分配利润的 10%，且公司

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 30%。具体每个年

度的分红比例由公司董

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

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

划提出预案。 

2020年 05

月 22日 
2020-2022 正常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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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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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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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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亚玛顿股

份有限公司 
天合集团 光伏镀膜玻璃 210,000 7.44% 15,620.65 14,467.56 

常州亚玛顿股

份有限公司 
隆基集团 光伏镀膜玻璃 150,000 52.58% 78,863.06 70,936.24 

常州亚玛顿股

份有限公司 
晶澳集团 光伏镀膜玻璃 210,000 6.2% 13,029.67 9,4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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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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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6,473.00  20,150.23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300.00  6,300.00  0 

合计 50,773.00  26,4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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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5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券 曹

海花、杨骕；

沣京资本 李

正强；华轩投

资 张理昭；

光合未来 陈

亮；北京高信

百诺 薛峰；

上海人寿 肖

迪；浙商基金 

柴明；深圳悟

2021年业绩

展望；凤阳窑

炉二期的进

展以及三座

窑炉的产能；

与凤阳关联

交易的规避

措施；电子玻

璃推广及进

展等等 

详见 2021年 3月 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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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投资 江敬

文；华润元大

基金 哈含

章；汇安基金 

王明络；港丽

投资 吴雁

宇；凯丰投资 

陈泽斌；中金

公司 周秀

锋；国投瑞银

基金 李威；

中欧基金 张

弛澄；嘉实基

金 宋阳；西

部利得 邹玲

玲；方正证券 

王子璕；高毅

资产 杨旻；

中信证券 刘

锐；广发资管 

胡泽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金锡 

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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