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1-024 公告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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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毕于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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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38,210.19 263,642,943.19 2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839,112.59 38,476,155.10 10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487,879.86 40,124,481.80 9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389,348.13 82,126,496.95 0.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28 0.2073 94.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76 0.2022 96.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2% 4.12%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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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7,382,441.56 1,689,640,259.82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4,861,556.96 1,203,395,144.96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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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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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9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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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8,408.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8,164.64  

合计 1,351,23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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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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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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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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心德 境内自然人 28.63% 57,503,179 0 质押 17,030,000 

毕于东 境内自然人 7.80% 15,654,742 11,741,056 质押 1,840,595 

毕文娟 境内自然人 6.02% 12,081,548    

杨力 境内自然人 2.46% 4,944,768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阿尔法

核心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12% 4,250,107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优势行

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0% 3,810,152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诺

安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2,720,163    

上海高毅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

任昊优选致福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2,719,878    

吕群 境内自然人 0.86% 1,72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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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86% 1,7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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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心德 57,503,179 人民币普通股 57,503,179 

毕文娟 12,081,548 人民币普通股 12,081,548 

杨力 4,944,768 人民币普通股 4,944,7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250,107 人民币普通股 4,250,107 

毕于东 3,913,686 人民币普通股 3,913,6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810,152 人民币普通股 3,810,1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20,163 人民币普通股 2,720,16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任昊优选致福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719,878 人民币普通股 2,719,878 

吕群 1,725,235 人民币普通股 1,725,23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2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毕心德、毕文娟、毕于东系一致行动人。毕心德系毕文娟、毕于东之父。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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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520,960.95  3,895,114.00  -35.28% 主要系公司本期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所致 

其他应收款 2,949,436.90  1,113,364.87  164.91%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159,800,057.68  109,897,118.14  45.41% 主要系公司本期库存产品增加所致 

持有待售的资产 0.00  530,973.45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持有待售资产实现销售所致 

使用权资产 1,113,427.28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对超一年

期租赁资产在“使用权资产”科目列报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913,359.16  1,812,067.78  -49.60% 主要系公司本期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将涉及租

赁业务的长期待摊费用在“使用权资产”科目列

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4,445,744.91  84,072,483.03  48.02% 主要系公司本期公司子公司项目建设预付设备

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613,178.53  1,969,880.66  32.66% 主要系公司本期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323,843.37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对超一年

期租赁业务在“租赁负债”科目列报所致 

预计负债 0.00  208,807.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预计负债事项完结，形成的预计

负债减少所致 

专项储备 2,943,951.98  1,451,957.67  102.76% 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未使用的安全费用增加所

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4,821,594.08  7,372,141.10  -34.60% 主要系公司本期与合同履约成本相关的销售费

用列报至主营业务成本所致 

研发费用 14,577,110.46  10,867,233.99  34.14% 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732,088.16  172,499.11  904.11%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5,800.00  -2,085,500.00  -91.57% 主要系公司本期远期结售汇合约浮动损失减少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194,843.75  -1,065,060.47  -81.71%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887,495.98  680,460.27  30.43% 主要系公司本期赔偿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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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269,087.80  2,120,000.00  -87.31%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疫情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005,098.51  7,315,978.90  91.43%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6,527,558.45  1,271,956.03  413.19%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7,169,052.69  8,512,306.52  101.7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款及投标保证

金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59,895,998.10  98,444,709.65  62.42% 主要系公司本期使用现金购买材料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47,717,442.99  35,975,270.59  32.64%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放的工资及奖金现金增加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187,763.06  15,427,813.20  50.30% 主要系公司本期缴纳的税费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0.00  485,627.4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未进行理财等投资，未产生投资

收益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0.00  14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未进行理财等投资，未产生到期

赎回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600,000.00  4,188,660.00  344.06%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米特加（上海）公司及淄博

联丽热电公司投资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0.00  14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购买理财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797,983.63  3,057,682.78  -41.2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的贷款利息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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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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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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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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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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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淄

博分行 

无 否 
远期锁

汇 

8,377.3

2 
  

8,377.3

2 
0 0  

8,377.3

2 
6.52% 0 

合计 
8,377.3

2 
-- -- 

8,377.3

2 
0 0  

8,377.3

2 
6.52% 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1 年 03 月 17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1 年 04 月 08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

司对客户报价汇率，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应对

措施：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

提出要求积极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2、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

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应对措施：（1）提前预计一定的付款宽限期；（2）

提前与客户沟通，积极催收应收账款，确保其如期付款；（3）如果客户确实无法如期

付款，公司将协调其他客户回款，妥善安排交割资金；（4）向银行申请延期交割。 

3、回款预测风险：公司营销中心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

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售汇延

期交割风险。应对措施：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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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结售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出口业务收入预测量。 

4、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

不完善而造成风险。应对措施：公司制定了《远期结售汇业务内部控制制度》，规定公

司所有远期结售汇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包括进出口业务、

外币借款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并就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管

理及业务流程等做出了明确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

所制定的风险处理程序是切实有效的。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对报告期内衍生品投资损益情况进行了确认，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17.58

万元，公允价值计算以上述产品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价格为基准。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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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18,186.67 -- 20,611.56 12,124.45 增长 50.00% -- 7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98 -- 0.6118 0.3843 增长 40.46% -- 59.20% 

业绩预告的说明 

1、子公司赫尔希公司年产植物胶囊及智慧工厂提升项目分批次实现，植物胶囊产能逐步释放，

市场开发力度持续增强；2、公司纤维素醚产品结构调整及应用技术研发成果显著，利润增幅

明显。最终公司实现 2021 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幅

50%-70%。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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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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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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