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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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潘建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芦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芦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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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6,072,273.56 7,503,722,442.08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26,491,931.31 4,716,139,084.41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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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05,529.04 -37,892,059.23 2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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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750,991.37 511,409,614.91 6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683,414.84 98,946,612.05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308,982.23 13,504,977.78 34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2.350 减少 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9 8.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9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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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75,7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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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7,469.57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5,824.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1,217.79  

所得税影响额 -241,703.58  

合计 44,374,4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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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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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129,561,810 
13.0

0 
0 质押 100,752,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潘建清 57,306,180 5.75 0 质押 37,200,000 境内自然人 

潘建忠 19,920,000 2.00 0 质押 10,800,000 境内自然人 

潘娟美 19,056,000 1.91 0 质押 13,300,000 境内自然人 

杜海利 17,520,122 1.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3,768,519 1.3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12,759,400 1.28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喜 11,885,830 1.1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海宁市经济发展投资公

司 
9,153,552 0.92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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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2,979 0.83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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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129,561,810 人民币普通股 129,561,810 

潘建清 57,306,180 人民币普通股 57,306,180 

潘建忠 19,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20,000 

潘娟美 19,0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56,000 

杜海利 17,520,122 人民币普通股 17,520,122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13,768,519 人民币普通股 13,768,51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2,75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59,400 

苏喜 11,885,830 人民币普通股 11,88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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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经济发展投资公司 9,153,552 人民币普通股 9,15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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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2,979 人民币普通股 8,262,9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潘建清与第五大股东杜海利

为夫妻关系，为第一大股东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与第三、第四大股东潘建忠、潘娟美为兄弟、

兄妹关系。第六大股东为本公司回购股份设立的专户，

第九大股东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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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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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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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数 增减（%） 变动说明 

应收票据 17,530,831.96 13,123,226.28 33.5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商

业承兑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105,733,447.49 59,925,941.74 76.44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预付款

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6,544,885.77 19,948,888.08 83.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保证金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1,506,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新环境

项目款收回所致 

长期应收款 
 

1,882,5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新环境

项目款收回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52,027,994.65 24,206,375.76 114.94 
主要系报告期内部分房产变更

使用性质 

长期待摊费用 80,422,123.45 59,781,520.20 34.5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待摊项目

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61,785,589.98 43,705,501.31 41.3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预

收款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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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7,917,364.06 5,140,764.18 54.01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同负债增

加，相应税金重分类至其他流

动负债科目 

递延所得税负

债 
39,199,068.21 76,772,127.90 -48.9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850,750,991.37 511,409,614.91 66.35 

主要系市场整体向好，订单增

加，磁性材料、蓝宝石、装备

板块收入同比均高于去年同期 

营业成本 638,003,834.63 399,802,851.41 59.58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相应营

业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58,807,391.85 39,837,279.09 47.62 主要系股份支付费用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16,535,274.90 12,132,190.30 36.29 主要系利息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46,689,663.40 28,694,436.25 62.71 主要系研发投入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7,601,834.10 76,416,747.60 -50.79 
主要系股票减持同比去年减少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505,529.04 -37,892,059.23 286.07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369,488.28 36,435,350.87 -254.71 

主要系报告期取得投资收益所

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对外投

资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729,333.92 111,301,207.67 -57.12 

主要系报告期取得借款净额同

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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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建清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