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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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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董卫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忠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许忠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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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6,983,830.79 519,833,499.16 8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56,744.42 15,945,882.73 6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262,825.75 14,154,750.40 6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5,716,117.65 -140,617,207.20 -20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11 0.0914 21.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11 0.0914 21.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1.12% 0.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112,773,715.50 4,013,614,714.62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3,166,799.50 2,121,022,684.85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09,321.44 固定资产报废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48,273.75 

主要是递延确认产业发展引导

资金及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发展的资金\科技创新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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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141.79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817.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3,942.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00  

合计 2,593,918.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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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6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清远市豪美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77% 87,928,500 87,928,500   

南金贸易公司 境外法人 25.22% 58,707,000 58,707,000   

清远市合力富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2% 8,184,000 8,184,000   

横琴恒裕联创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4,344,049 4,344,049   

柳州盛东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4,343,000 4,343,000   

广东粤科纵横融

通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3,649,000 3,649,000   

江西恒茂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3,052,500 3,052,500   

清远市泰禾投资

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1,915,141 1,915,141   

广东粤科泓润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1,563,858 1,563,858   

汇天泽投资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868,810 86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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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徐疑 5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502,500 

张桂英 449,595 人民币普通股 449,595 

胡启扬 344,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100 

浙江自贸区中欣嘉优能源有限公

司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梁丽芬 291,027 人民币普通股 291,027 

杨素琴 2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000 

柴吉勇 232,839 人民币普通股 232,839 

上海全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

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100 

海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郑兴彪 1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清远市豪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南金贸易公司、清远市泰禾投资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互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卫峰、董卫东、李雪琴控制的企业；柳州盛东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广东粤科纵横融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粤科泓润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基金管理人同为广东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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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20,390,910.17    789,360,045.66  -46.74% 
 主要是报告期项目投资规模增加，销售商品收到的现

金少于购买商品支出的现金等原因所致 

   应收票据    250,440,787.08    155,263,718.90  61.30%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取票据增加导致  

   预付款项     47,490,334.76     16,313,256.89  191.11%  主要是报告期内采购原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915,688.22     9,688,982.30  43.62%  主要是报告期内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602,912,999.56   462,253,194.37  30.43%  主要是报告期内扩产备货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83,518,536.41     51,520,958.59  62.11%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52,841,242.51     26,275,839.94  101.10%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应付股利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551,262.41      8,354,884.16  -45.53%  主要是报告期内待转销项税额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62,828,800.00     43,828,800.00  43.35%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固定资产贷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986,983,830.79    519,833,499.16  89.87%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量增加，且上期因疫情原因基数较

小  

 营业成本  844,555,549.9   424,609,430.35  98.90%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3,358,463.02      2,944,024.15  14.0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增加，相关税费增加  

 销售费用     41,890,092.61     31,465,033.13  33.13%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增加，与销售有关变动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24,218,127.84     15,630,190.36  54.94%  主要是报告期内工资薪酬的增加  

 研发费用     33,353,635.49     19,962,392.14  67.08%  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6,206,372.97     11,392,600.33  42.25%  主要是报告期内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518,273.75      1,755,092.71  43.4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033,141.79              -      -     主要是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4,667.67        632,116.21  -69.20%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5,269.38         88,977.29  366.71%  主要是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清理报废所致  

 利润总额     25,919,874.28     16,128,060.33  60.71%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5,856,744.42    15,945,882.73 62.15%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425,716,117.65   -140,617,207.20  -202.75%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原材料购买及原材料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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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净额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4,002,333.03    -62,355,995.61  -98.86%  主要是报告期内扩大规模投入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4,485,759.63     15,608,282.25  1017.90%  主要是报期间内贷款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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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终审裁定，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铝型材征收21.2%-31.2%的反倾销税，其中公司及子公

司广东精美特种型材有限公司的税率为21.2%。具体见公司2021年4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

的《关于欧盟对中国铝型材反倾销调查终审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1 年 3 月 30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终审

裁定，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铝型材征收

21.2%-31.2%的反倾销税，其中公司及子

公司广东精美特种型材有限公司的税率

为 21.2%。 

2021 年 04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欧盟对中国

铝型材反倾销调查终审裁定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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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06

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8,214,14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94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636,862,713.48元，扣除发行费用46,969,213.4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89,893,5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5月13

日到位，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230Z0059号《验资报告》。上述

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2020年度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3,660.88万元（不含支付的发行费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409.47万元。截

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25,737.94万元。 

2021年一季度，公司募集资金共投入使用8005.71万元，其中投入铝合金新材建设项目7545.47万元、投入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460.24万元；2021年一季度共产生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111.34万元，手续费支出0.02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7843.56万元。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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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广东豪美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 

埃珂森（上海）

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采购铝锭12万吨 

以合同签署时铝

锭价格测算，预估

采购金额约 18 亿

元 

正常履行中 - -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15,000 0 0 

合计 15,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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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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