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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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韩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世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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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600,481.67 908,687,432.39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82,878,273.50 669,064,399.60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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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4,482.15 14,019,650.71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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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30,571.80  124,709,344.55 2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165,901.45 8,938,685.83 4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462,020.46 7,589,764.01 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95 1.42 增加 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3 0.0576 48.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3 0.0576 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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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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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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5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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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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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6.54  

合计 703,8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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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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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883,952 39.50 0 无 0 国有法人 

柴长茂 1,305,600 0.8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刘滢 1,171,701 0.7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中证稀

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952,374 0.62 0 未知 0 其他 

吴林 671,200 0.4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李泽 662,200 0.4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包佳惠 393,000 0.2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青岛宝信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宝盈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60,000 0.23 0 未知 0 其他 

陈一华 303,800 0.2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1,300 0.20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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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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883,952 人民币普通股 60,883,952 

柴长茂 1,30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5,600 

刘滢 1,171,701 人民币普通股 1,171,70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中证稀

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952,374 人民币普通股 952,374 

吴林 671,200 人民币普通股 671,200 

李泽 6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662,200 

包佳惠 3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3,000 

青岛宝信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宝盈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 

陈一华 303,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3,8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未知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和前十名股东相互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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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化情况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2,089,623.55 4,554,654.95 -2,465,031.40 -54.12% 
待抵扣进项

税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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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12,833,632.15 28,156,243.17 -15,322,611.02 -54.42% 
发放上期已

计提薪酬 

 

（2）报告期内利润表指标变化情况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2,959,977.42 4,898,255.83 -1,938,278.41  -39.57% 

根据新收入

准则，构成

履约成本的

运费不再列

入销售费用 

研发费用 6,178,463.47 2,973,287.97 3,205,175.50  107.8% 
本期加大研

发投入 

财务费用 -1,133,018.73 -341,131.43 -791,887.30  -232.14% 
本期利息收

入增加 

其他收益 728,528.16 1,543,355.51 -814,827.35  -52.80% 
本期收到政

府补助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1,923,313.29 -1,369,663.82 -553,649.47 40.42% 

本期应收账

款计提减值

增加 

所得税费用 4,581,053.69 3,102,379.87 1,478,673.82  47.66% 
利润增加导

致 

 

（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化情况：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044,482.15 14,019,650.71 -4,975,168.56 -35.49% 

本期付现采

购和人工成

本支出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67,104.34 -2,670,831.31 903,726.97 33.84% 
产品生产线

改造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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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2日，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21年3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3

月1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97

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编

号：2021-009和2021-012）。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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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龙 

日期 2021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