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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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长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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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1,359,967.59 12,365,177,550.09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680,607,436.16 7,431,376,695.32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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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171,358.97 632,998,4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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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7,218,564.43 1,700,512,900.91 8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5,323,638.58 65,263,802.89 32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8,960,849.40 48,290,506.77 415.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65  1.00 增加 2.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6 3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06 300.00 

受益于公司“铅酸电池循环产业链”（生产-销售-回收-再生-生产再利用）的形成，报告期

内，公司铅酸蓄电池销量约 876万 KVAH，同比增加约 80%，单季度销量和主营业务收入均创历史

新高；公司再生铅业务向好，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成本管控，增强产品

竞争力，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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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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1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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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0,644.4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5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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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9,11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5,161.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26,525.83  

所得税影响额 -7,423,593.70  

合计 26,362,7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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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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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本 294,373,337 26.24 0 质押 72,670,000 
境内自

然人 

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

司 
150,382,009 13.41 0 质押 74,451,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刘长来 36,938,694 3.29 0 质押 16,822,000 
境内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8,753,615 2.56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兰克林国

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12,331 1.58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高新技

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072,100 1.17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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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价值智

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547,033 1.12 0 无 0 其他 

谭文萍 9,225,923 0.8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沪港

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124,549 0.81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沪港深

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91,610 0.77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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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本 294,373,337 人民币普通股 294,373,337 

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 150,382,009 人民币普通股 150,382,009 

刘长来 36,938,694 人民币普通股 36,938,69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753,615 人民币普通股 28,753,6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

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7,712,331 人民币普通股 17,712,3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高

新技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7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72,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

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47,033 人民币普通股 12,547,033 

谭文萍 9,225,923 人民币普通股 9,225,9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124,549 人民币普通股 9,124,54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沪

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591,610 人民币普通股 8,591,6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先生的

控股公司，刘国本先生兼任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刘国本先生之配偶与董事长刘长来先生之配偶系姐

妹，股东谭文萍女士系董事刘国本先生侄媳。除此以外，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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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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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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变

动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760,966,510.77 1,012,828,490.16 73.87 主要系铅酸蓄电池销售量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753,155,123.71 1,187,852,099.15 -36.60 主要系到期银行承兑汇票较多 

预付款项 159,878,057.37 92,575,346.11 72.70 
主要系一季度采购总量增加，预付

的材料款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485,204,932.39 779,321,182.39 -37.74 主要系处置部分 RIMAC 股权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3,449,512.98 9,597,668.08 -64.06 主要系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应付票据 346,460,000.00 198,380,000.00 74.64 主要系开具的票据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202,029,844.92 355,393,979.55 -43.15 主要系处置部分 RIMAC 股权所致 

利润表项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增减变

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227,218,564.43 1,700,512,900.91 89.78 主要系铅酸蓄电池销售量增加 

营业成本 2,560,538,567.07 1,360,236,957.59 88.24 主要系铅酸蓄电池销售量增加 

税金及附加 117,897,742.78 68,602,109.92 71.86 
主要系铅酸蓄电池营业收入增加，

消费税及附加税增加 

销售费用 172,333,452.12 97,041,513.27 77.59 
主要系工资薪金、运费及广告费等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5,120,905.79 48,561.16 不适用 主要系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4,210,799.54 4,243,221.41 470.58 主要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营业外支出 2,618,932.60 5,956,229.71 -56.03 
主要系上期支付与疫情相关的捐赠

较多 

所得税费用 60,300,713.10 24,499,184.39 146.13 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影响 

现金流量表项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增减变

动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0,171,358.97 632,998,446.04 不适用 

主要系支付上年延期税金、当季备

货增加导致采购支出增加等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9,157,193.93 -706,274,175.64 不适用 主要系收回的投资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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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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019年 3月 21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完成股票过户，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575万股公司股票非交易过户至骆驼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过户价格为 6.57元/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共募集资金 3777.75

万元，参与的员工人数为 45人。根据《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规

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锁定期为自 2019 年 3月 23日起 12个月，故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票已于 2020年 3月 23日解锁。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05、临 2019-022、临

2019-029。 

    2020年 7月 13日，因公司实施了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股送红股 3股，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票数量变更为 747.5万股。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目的，为分期兑现员工持股计划收益，及时达到激励效果，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 2020年度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737,401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33%；2021年一季度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881,8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17%。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仍持有公司股票 1,855,7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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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长来 

日期 2021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