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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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丁建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虞中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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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549,856.04 1,246,442,484.30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97,101,612.23 1,133,975,087.49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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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8,894.81 -2,210,6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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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883,210.53 141,602,052.32 8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705,943.25 21,335,439.22 19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333,097.89 21,283,473.07 169.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38 4.67 增加 1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15 1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15 

 

1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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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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9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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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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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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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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0,0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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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948,149.18  

合计 5,372,8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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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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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建丰投资有限公

司 
59,433,920 32.30 59,433,92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诺贝尔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 
54,679,240 29.72 54,679,240 无  境外法人 

丹阳市皓景博瑞化工

贸易有限公司 
11,886,840 6.46 11,886,840 质押 6,98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湖口县晨丰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9,000 2.61 4,809,000 无  其他 

湖口县晨阳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31,000 2.03 3,731,000 无  其他 

上海山楂树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嘉

兴挚旸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460,000 1.88 3,460,000 无  其他 

唐彩霞 428,700 0.23  无  
境内自然

人 

蒋淑兰 220,641 0.12  无  
境内自然

人 

汤国良 193,671 0.11  无  
境内自然

人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ad8ed3e77900420fa0573bd3864970b0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a6e3226f4ea94051a6f6cf5c641b649d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34cc73fbf37645e4894a30759253cf9d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cad3bbb9d801453d900430880606e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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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中 158,60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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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彩霞 4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428,700 

蒋淑兰 220,641 人民币普通股 220,641 

汤国良 193,671 人民币普通股 193,671 

杨云中 1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600 

吴冰 14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600 

黄万斌 1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200 

柯炳华 139,252 人民币普通股 139,252 

刘祖民 13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800 

来文香 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 

黄承相 1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丁建峰持有控股股东江苏建丰投资有限公司 90%股权、持

有香港诺贝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96.31%股权、持有湖口县

晨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6.33%合伙份额，丁

冰持有湖口县晨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4.56%

合伙份额并担任湖口县晨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建丰投资有限公司、香港诺贝尔高

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口县晨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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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期初数 
变动比

例% 
重大变动说明 

应收账款 114,465,258.02  83,222,723.09  37.54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f4120334fd884bc2a49e1f406ce5cfba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c9023c4391a145eabde80144122d6012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d5225e0dd1c844ceaa38cefcf6f0bac6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43b80e90b9854f14824f6fa5da545e38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f097d64e19ed4656be52b4b4aba2cbfa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f8e6485a3f724b62b2fabb899f9960ba
https://605399.in-hope.cn/stockholder/institutionAccountInfo?id=5acd62eb77614ef7beab545d40dbf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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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10,142,438.20  3,433,919.53  

195.36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增加

材料采购预付 

其他应收款 18,797.95  8,797.95  113.66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设子公司员工借款 

在建工程 30,475,730.54  71,806,179.99  -57.56 主要是 6万吨 2期项目竣工验收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62,092.74  2,816,120.75  -33.88 主要是年末内部销售在本期实现销售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59,077.36  2,365,625.42  92.72 主要是增加了基建预付款产生的税金 

应付职工薪酬 
9,764,986.02  16,954,090.61  

-42.40 
主要是上年末计算的奖金期末暂未发

放 

应交税费 
16,371,569.89  10,991,287.41  

48.95 
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款增

加 

其他流动负债 3,449,868.22  1,057,330.25  226.28 主要是预收账款增加 

专项储备 788,160.56  367,579.07  114.42 主要是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库存 

 

 

2、利润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例%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267,883,210.53  141,602,052.32  89.18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营业总成本 198,854,988.89  115,276,346.73  72.50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营业成本 182,185,533.49  97,163,721.86  87.50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税金及附加 1,541,943.22  1,005,807.61  53.30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销售费用 
4,344,788.00  7,311,368.85  

-40.57 
主要是上年同期未审数尚未及时按

新收入准则计入营业成本列报所致 

研发费用 9,176,953.66  4,096,116.84  124.04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了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5,377,822.30  -216,769.38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利息费用 43,585.98  234,277.78  -437.51 主要是报告期清偿了债务 

利息收入 4,817,578.87  130,553.33  3590.12 主要是报告期内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其他收益 
1,470,966.84  250,000.00  

488.39 
主要是报告期内科技项目给予政府

补助 

投资收益 
 16,109.59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没有进行购买投资

理财产品 

信用减值损失 
-1,635,395.96  -1,063,954.52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导致 

资产减值损失 
-268,349.92  -423,234.47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内部管理提升，减少

了物料的呆滞 

营业利润 68,595,442.60  25,104,626.19  173.24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营业外收入 5,095,784.72  36,808.40  13744.08 主要是政府给予的上市奖励 

利润总额 73,445,470.30 24,900,253.25 194.96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所得税费用 10,739,527.05  3,564,814.03  201.26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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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2,705,943.25  21,335,439.22  193.91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持续经营净利

润 

62,705,943.25  21,335,439.22  
193.91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2,705,943.25  21,335,439.22  
193.91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62,705,943.25  21,335,439.22  

193.91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涨 

  

3、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例%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19,293,863.26  62,528,057.79  
90.78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

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300,704.30  10,298,599.16  
58.2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上市奖

励款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48,793,357.30  31,407,399.35  
55.36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

涨，增加材料采购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30,387,958.47  22,268,908.38  
36.46 

主要是本期平均工资水平较

上期有所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997,071.63  8,920,261.86  

34.49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

涨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未购买理账

产品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6,109.59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未购买理账

产品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12,029.13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没有处置资

产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5,469,566.16  15,098,552.54  

-63.77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建资产未

到合同约定付款期限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未购买理账

产品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200,000.0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无需要清偿

的债务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39,709.85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无需要清偿

的债务及利息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476,569.46  -21,762.84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收产生的

外汇储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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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3,954,472.63  -27,742,566.44  
不适用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上

涨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688,710,202.36  93,445,389.53  
637.02 

主要是上年度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712,664,674.99  
65,702,823.09  984.68 

主要是上年度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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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建峰 

日期 2021年 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