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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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程利民 董事 工作原因 成  卫 

韩书谟 董事 工作原因 石  丹 

徐光辉 董事 工作原因 庞庆平 

吕文栋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何平林 

1.3  公司负责人成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海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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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49,817,587.77 20,750,745,705.73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53,011,494.69 9,077,852,744.69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6.67 6.6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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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57,864.62 -349,033,415.43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1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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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962,561.25 1,205,380,713.16 -1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01,373.58 22,858,973.59 -26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845,795.06 22,092,326.15 -325.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0.25 减少 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25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4 0.02 -30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0.24 减少 0.79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5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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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9,516.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50,477.0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55,754.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38,018.95  

所得税影响额 -2,063,307.94  

合计 12,344,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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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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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549,497,573 40.5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0 2.51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国民信托

－国民信托·平高电气定增单一

资金信托 

28,281,427 2.08 0 无 0 其他 

叶怡红 27,600,000 2.0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000,000 1.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000,000 1.62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

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1,498,022 0.85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455,912 0.70 0 无 0 其他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国鑫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210,000 0.46 0 无 0 其他 

樊青樟 6,069,300 0.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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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549,497,573 人民币普通股 549,497,57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0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国民信托－国民信

托·平高电气定增单一资金信托 
28,281,427 人民币普通股 28,281,427 

叶怡红 27,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00,000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1,498,022 人民币普通股 11,49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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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455,912 人民币普通股 9,455,912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6,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10,000 

樊青樟 6,06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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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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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上年度期末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245,183,121.39 119,589,425.52 125,593,695.87 105.02 本期收到重点项目票据回款 

存货 2,569,040,906.29 1,880,168,618.87 688,872,287.42 36.64 
为满足项目交货期，在制品及库存商品

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04,661,233.34 46,036,933.15 58,624,300.19 127.34 本期增值税留抵 

使用权资产 4,586,658.58   4,586,658.58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 

应交税费 23,056,899.10 93,355,523.01 -70,298,623.91 -75.30 本期缴纳上期增值税款 

租赁负债 5,417,639.04   5,417,639.04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 

其他综合收益 -2,505,195.60 -15,165,319.18 12,660,123.58 不适用 本期波兰兹罗提汇率变动 

损益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4,434,060.21 11,601,843.49 -7,167,783.28 -61.78 

一是本期带息负债减少，利息支出减

少。二是本期公司资金充裕，利息收入

增加 

利息费用 7,092,081.25 16,820,241.33 -9,728,160.08 -57.84 本期带息负债减少，利息支出减少 

利息收入 5,817,075.40 2,952,232.72 2,864,842.68 97.04 本期公司资金充裕，利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 3,509,271.29 585,495.20 2,923,776.09 499.37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同期增加 

营业外收入 12,805,110.16 1,180,757.59 11,624,352.57 984.48 
一是本期清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二是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供方质量索赔增加 

营业外支出 1,039,783.08 671,120.25 368,662.83 54.93 本期支付产品质量索赔款较同期增加 

所得税费用 5,383,834.07 9,372,171.34 -3,988,337.27 -42.56 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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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973,633.13 179,746.02 793,887.11 441.67 本期控股子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2,660,123.58 7,254,276.96 5,405,846.62 74.52 本期印度卢比汇率变动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8,163.93   118,163.93 不适用 本期收到出口退税款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49,708,762.11 243,588,271.77 -193,879,509.66 -79.59 本期收到保证金同比减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5,585,862.41 60,306,286.63 45,279,575.78 75.08 本期支付保证金同比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1,675,765.00 23,869,300.00 7,806,465.00 32.71 本期子公司定期存款业务到期较多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2,114,101.85 12,098,991.93 20,015,109.92 165.43 
一是本期印度平高基建支出增加。二是

本期技改项目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076,535.00 18,575,306.00 -5,498,771.00 -29.60 本期子公司新办定期存款业务减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650,000.00 -4,650,000.00 -100.00 同期子公司收到注资款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55,469,967.99 1,040,988,323.04 -485,518,355.05 -46.64 同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11,194,200.26 19,539,483.36 -8,345,283.10 -42.71 本期带息负债减少，利息支出减少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

的股利、利润 
  130,000.00 -130,000.00 -100.00 同期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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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成卫 

日期 2021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