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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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华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晓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晓

婧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说明：刘晓婧女士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公司财务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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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9,808,870.41 6,372,663,011.19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63,321,535.82 3,573,386,052.07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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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5,555.17 -195,100,4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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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812,397.83 202,513,277.09 18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9,926,063.68 -37,523,610.4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717,921.88 -38,050,850.3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1.06 增加 3.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83 -0.091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83 -0.091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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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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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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0,833,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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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66.20  

合计 9,208,1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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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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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90,467,424 46.25 0 无  国有法人 

陈武峰 6,421,884 1.56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时代先

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4,000,000 0.97 0 未知  未知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磐沣嘉利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971,482 0.72 0 未知  未知 

王雪雪 2,029,500 0.49 0 未知  未知 

罗益壮 1,900,054 0.46 0 未知  未知 

辛艳敏 1,799,900 0.44 0 未知  未知 

熊国连 1,418,808 0.34 0 未知  未知 

胡伟章 1,262,200 0.31 0 未知  未知 

朱毓芳 1,156,600 0.28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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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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0,467,424 人民币普通股 190,467,424 

陈武峰 6,421,884 人民币普通股 6,421,8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

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磐沣嘉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71,482 人民币普通股 2,971,482 

王雪雪 2,0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9,500 

罗益壮 1,900,054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54 

辛艳敏 1,7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9,900 

熊国连 1,418,808 人民币普通股 1,418,808 

胡伟章 1,2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200 

朱毓芳 1,15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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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年初至

报告期期末金额  

 年初余额/上年同期金

额  

增减数 

金额 % 

预付款项   20,594,128.95    138,114,888.39  -117,520,759.44    -85.09  

应付票据  255,950,000.00     93,890,912.00   162,059,088.00    172.60  

应付职工薪酬   13,878,741.22     23,446,492.37    -9,567,751.15    -40.81  

应交税费   27,139,204.98      9,575,055.59    17,564,149.39    183.44  

其他应付款  109,409,444.37     73,794,919.22    35,614,525.15     48.26  

营业收入  584,812,397.83    202,513,277.09   382,299,120.74    188.78  

营业成本 454,949,875.33  205,642,504.19  249,307,371.14    121.23 

销售费用   3,657,217.21    1,574,055.06  2,083,162.15  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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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5,836,874.95      3,218,219.72     2,618,655.23     81.37  

财务费用   -4,948,707.86     -2,828,445.08    -2,120,262.78    -74.96  

信用减值损失        2,106.80          7,377.15       -5,270.35    -71.44  

资产减值损失      153,028.93       -128,798.28       281,827.21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10,831,000.00                 -     -10,831,000.00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   17,318,750.88                 -      17,318,750.88   不适用  

净利润   82,169,705.26    -39,099,089.03   121,268,794.2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155,555.17   -195,100,433.09   280,255,988.2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3,072,671.95   -288,512,236.19   -94,560,435.76    -32.78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3,617,985.25    151,849,379.13   -38,231,393.88    -25.18  

 

说明： 

1、预付账款：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预付账款减少。 

2、应付票据：正常经营业务和项目建设产生的应付票据增加。 

3、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发放上期计提年终奖。 

4、应交税费：本期计提所得税费用。 

5、其他应付款：本期新增大化集团的贷款。 

6、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本期TDI销量、价格均高于去年同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升高。 

7、销售费用：本期出口数量增加，增加港杂费。 

8、研发费用：本期加大研发投入。 

9、财务费用: 本期外币结汇，产生汇兑收益。 

10、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减少，冲回坏账准备。 

11、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预付账款减少，冲回坏账准备。 

12、营业外支出：本期冲回沃原分公司土壤治理费。 

13、所得税费用：本期盈利，计提所得税费用。 

14、净利润：受产品销量及价格影响净利润上升。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 TDI销量、价格上升影响收入增加，收取现汇增加。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因项目建设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新增贷款减少，偿还贷款、利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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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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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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华生 

日期 2021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