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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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佐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彭明

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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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121,761.95 3,610,011,554.78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05,709,694.54 2,010,827,770.37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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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11,299.73 173,656,554.35 -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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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73,463.98 268,245,115.46 8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2,589,501.53 44,245,204.28 13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1,322,975.16 37,774,644.68 168.2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99 3.98 增加 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4 0.25 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4 0.2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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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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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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845.7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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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526.8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7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17,958.6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0.58   

所得税影响额 -183,240.67   

合计 1,266,5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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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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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佐元 92,872,828 40.11 91,451,745 无  
境外自然

人 

徐能琛 25,969,680 11.22 25,969,680 无  
境外自然

人 

李险峰 12,984,840 5.61 12,984,840 无  
境内自然

人 

李从容 12,984,840 5.61 12,984,840 无  
境外自然

人 

襄阳创新资本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7,716,960 3.33 7,716,96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4,630,320 2.00 4,630,32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融鼎德源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500,000 1.51 3,50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李克武 2,893,860 1.25 2,893,860 无  
境内自然

人 

迟媛 1,736,415 0.75 1,736,415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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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刚 1,685,000 0.73 1,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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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成 1,64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7,900 

李佐元 1,421,083 人民币普通股 1,421,083 

吴昌 834,300 人民币普通股 834,300 

无锡百发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611,800 人民币普通股 611,800 

北京智科产业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王鲁岩 4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000 

苏梅 383,329 人民币普通股 383,329 

牛艾荣 35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700 

吕军 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 

刘昉 3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李佐元与徐能琛为配偶关系，股东李佐元与李从容为

父女关系，股东李佐元与李险峰为父子关系；股东李佐元、

徐能琛、李从容及李险峰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

动人。深创投持有襄阳创新 26.67%股权，系襄阳创新的第

二大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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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项目 2021年3月底

/2021年1季度 

2020年年底

/2020年1季度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9,148,641.61 41,193,502.80 -54%  理财产品赎回  

应收票据 109,506.45 344,792.15 -68%  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托收  

短期借款 90,000,000.00   -  增加流动资金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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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508,373,463.98 268,245,115.46 90% 

 一方面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同期基数相对较低；另一方面，

2021年在各类宏观经济政策、排

放标准切换等利好驱动下，中重

卡行业持续向好，公司主要客户

福田康明斯、东风康明斯、东风

商用车销量增长，同时广西玉柴、

上菲红、西安康明斯等新项目成

功导入后销量呈不断增长趋势，

公司订单需求旺盛，主营业务收

入增长较多。 

营业成本 333,107,614.11 193,089,418.26 73% 与营业收入增长相关  

税金及附加 4,176,865.00 1,192,372.11 250% 
营业收入增长，对应的税金及附

加增加 

销售费用 12,315,657.32 3,383,935.94 264% 

营业收入增长，尤其是异地客户

的销量增加，导致运输费用上升

较多；收入增长，导致基于营业

收入计提的质量索赔费相应增

加。 

研发费用 23,402,148.36 12,328,413.39 90%  新项目开拓，研发投入力度加大  

 财务费用 4,560,241.22 2,662,824.40 71% 
 同期收到政府贷款贴息，利息支

出较低 

其他收益 2,423,854.97 1,627,017.91 49% 
 本期收到个税代扣代缴手续费

返还50万元  

投 资 收 益

（ 损 失 以

“-” 号 填

列） 

2,897,234.82 1,230,580.32 135% 
合营企业扭亏为盈，投资收益增

加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损

失 以 “-”

号填列） 

-2,508,679.94   -  证券投资价格波动影响  

信用减值损

失（损失以

“-” 号 填

列） 

593,404.83 6,180,681.63 -90%  受应收账款余额波动影响  

营业外收入 498,047.19 1,641,970.45 -70% 
同期收到政府项目拉练奖励125

万元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2,589,501.53 44,245,204.28 131.87%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44 0.25 76%  营业收入增长、盈利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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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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佐元 

日期 2021年 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