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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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凯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勤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玉

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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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8,369,791.43 5,151,561,108.02 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61,977,016.58 3,286,288,080.31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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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4,920.68 128,422,054.07 -1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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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785,766.65 1,288,396,203.55 5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616,932.41 48,881,117.42 3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657,389.39 67,356,863.57 

20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8 1.77 增加 4.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 0.0241 28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 0.0241 2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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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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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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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0,4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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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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578.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188,591.27  

合计 -2,040,4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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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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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784,514,000 35.63 0 无 0 境外法人 

林胜枝 176,326,086 8.01 176,326,086 无 0 境外自然人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374,560 4.51 0 无 0 境外法人 

黄崇胜 38,020,400 1.73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600,500 1.0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臻 12,000,0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景珍 11,294,274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于通民 8,800,0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资

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750,075 0.40 0 无 0 其他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7,628,268 0.3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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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784,5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4,514,000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374,560 人民币普通股 99,374,560 

黄崇胜 38,02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20,400 

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6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00,500 

李臻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吴景珍 11,294,274 人民币普通股 11,294,274 

于通民 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资源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750,075 人民币普通股 8,750,075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7,628,268 人民币普通股 7,628,268 

北京细全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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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黄崇胜、林胜枝为一致行动人；其余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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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说明 

应收票据 68,045,905.88 34,552,140.72 96.94% 
主要系上年度末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所致 

应收账款 916,837,009.13 632,665,357.00 44.92% 主要系公司销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72,033,290.19 31,946,731.61 125.48% 主要系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312,258,894.99 57,329,620.7 444.67% 

主要系马来西亚土地产权相关手续

已办理完成，从“其他非流动资产”

转入“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16,348,552.78 7,964,858.85 105.26% 主要系联贷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2,816,438.69 -100% 

主要系马来西亚土地产权相关手续

已办理完成，从“其他非流动资产”

转入“无形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84,512.38 -100% 主要系远期外汇合约到期所致 

应付票据 35,502,769.87 26,322,304.04 34.88% 主要系支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90,820,676.60 43,201,045.49 110.23% 
主要系马来西亚子公司享受的税收

优惠本年到期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2,700.20 96,908.14 -55.94% 主要系待转销项税额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232,058,125.38 146,287,386.70 58.63% 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说明 

营业收入 1,995,785,766.65 1,288,396,203.55 54.90% 

主要系受市场行情影

响，公司的主营产品量

价齐升所致 

营业成本 1,595,299,940.83 1,038,620,536.14 53.60% 主要系主营产品销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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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所致 

销售费用 2,950,729.78 29,724,014.02 -90.07% 

主要系会计准则变更，

公司发生的运输及代

理、保险费属于合同履

约成本重分类至“营业

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 8,295,766.56 34,720,908.56 -76.11% 
主要系利息支出减少以

及汇率波动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2,743,084.47 -19,479,092.24 不适用 

主要系有价证券的波动

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2,603.45 1,683,051.03 -99.25% 

主要系同期理财产品到

期确认收益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8,928.14 -136,507.57 不适用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收

益同期比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437,970.03 -788,308.98 不适用 

主要系往来坏账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2,184,586.20 777,017.33 181.15% 

主要系本期公司获得上

市公司再融资苏州市级

财政奖励所致 

营业外支出 344,899.03 512,417.17 -32.69% 
主要系同期公司捐赠防

疫物资所致 

所得税费用 58,897,921.19 9,440,230.24 523.90% 
主要系公司利润增加计

提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24,920.68 128,422,054.07 -122.91% 
主要系公司采购原料款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782,005.85 -65,016,268.45 不适用 主要系同期比借款增加所致 

 

 

 

公司名称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凯珉 

日期 2021年 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