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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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旭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长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谭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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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23,158,000.15 662,309,751.07 12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7,475,474.91 51,340,431.52 14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2,552,999.61 7,645,835.52 1,37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55,341,387.40 -4,151,796,192.08 -77.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0 0.0729 148.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0 0.0729 148.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 0.58%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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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27,848,310.06 37,104,516,853.70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81,276,327.88 9,154,440,274.04 1.39%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704,130,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8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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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9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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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1,006.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878,164.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31,294.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03,472.29  

合计 14,922,47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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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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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个税手续费返还 11,087,4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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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二、非经常性损益通常包括以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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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个税返还属于企业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经营收益，因此属

于经常性损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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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纺织机械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1.13% 219,194,674 210,579,426 

质押 4,339,420 

冻结 54,395,248 

中国恒天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9% 172,407,491 0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 19,012,505 19,012,505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1.24% 8,76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13% 7,960,107 0   

江永忠 境内自然人 0.40% 2,872,98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9% 2,068,443 0   

廖晖 境内自然人 0.28% 1,996,402 0   

邢映彪 境内自然人 0.28% 1,989,949 0   

曹立恒 境内自然人 0.28% 1,939,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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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恒天控股有限公司 172,407,491 其他 172,40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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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8,615,248 其他 8,615,248 

夏重阳 8,760,000 其他 8,760,0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7,960,107 其他 7,960,107 

江永忠 2,872,984 其他 2,872,98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68,443 其他 2,068,443 

廖晖 1,996,402 其他 1,996,402 

邢映彪 1,989,949 其他 1,989,949 

曹立恒 1,939,800 其他 1,939,800 

简志良 1,827,799 其他 1,827,7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纺机与恒天控股存在关联关系，并且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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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

条件普通股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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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江永忠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747,384 股，股东邢映彪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1,989,949 股，股东曹立恒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826,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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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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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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末余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4,296,641,036.12 11,647,163,415.67 -63.11% 注 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45,489,264.34 305,274,923.74 -52.34% 注 2 

其他流动资产 10,606,312,025.53 1,481,297,961.56 616.01% 注 3 

应付账款 1,448,254,819.63 813,047,525.80 78.13% 注 4 

长期应付款 19,450,000.00 57,350,000.00 -66.09% 注 5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1,523,158,000.15 662,309,751.07 129.98% 注 6 

营业成本 1,251,786,183.19 471,852,200.00 165.29% 注 7 

销售费用 43,267,271.99 24,721,347.20 75.02% 注 8 

其他收益 23,868,314.96 4,367,238.27 446.53% 注 9 

投资收益 63,632,000.00 121,280,464.82 -47.53% 注 10 

信用减值损失 1,235,545.00 -41,394,563.20 -102.98% 注 11 

资产减值损失 -5,293,018.50 1,878,362.46 -381.79% 注 12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55,341,387.40 -4,151,796,192.08 -77.16% 注 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19,856.41 -12,483,204.60 296.42% 注 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18,936.10 437,711,135.63 -105.33% 注 15 

注1：货币资金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金融资产支付资金所致； 

注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回一年内到期的其他债权投资所致； 

注3：其他流动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增加信托计划投资所致； 

注4：应付账款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采购款等增加所致； 

注5：长期应付款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专项应付款所致； 

注6：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上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收入较低； 

注7：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上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成本较低； 

注8：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职工薪酬及销售服务费增加所致； 

注9：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个税手续费返还增加所致； 

注10：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处置子公司投资收益较大； 

注11：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处置子公司计提减值损失较大； 

注1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注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购买金融资产导致现金流出较大； 

注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当期获得投资回报较大及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较少； 

注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取得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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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向天津恒天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研究院）提供7,000万财务资助事宜（详见于巨潮资讯网，

公告日期2016年5月17日，名称《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20），根据2016年12月9日公司和中国恒天等

五方签署的汽车业务转让协议的安排，由中国恒天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天津研究院按期还本付息，

借款余额为5,110万元。为解决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和中国恒天共同设立以公司名义开立的银行监管账户，中国恒天

已于2021年4月21日存入自有资金5,110万元，作为天津研究院对公司借款余额5,110万元的还款保障。上述监管资金5,110

万元可随天津研究院依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金额增加而减少。除上述用途外，公司和中国恒天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动用该资金。

中国恒天同意自2021年4月21日起三年内，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天津研究院提前还款或采用其他符合监管规定的途径等方式

解决天津研究院借款事宜。按前述方式解决天津研究院欠款后，双方才可退出对监管账户的监管。 

 

2、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于2017年8月与泗阳县嘉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嘉泰”）、北京京鹏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鹏投资”）等合作方，投资宿迁恒天海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天海嘉”），

以带动公司化纤加弹机设备的销售，促进公司化纤机械业务发展（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4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产业基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43）。此后，为充分保障公司利益，公司与泗阳嘉泰约定，拟认缴的12,000万元出资额中的4,500

万元由泗阳嘉泰承担实际出资义务，公司仅对7,500万份额以自有资金进行实缴出资，泗阳嘉泰进行实缴出资的4,500万元出

资由公司代其持有，同时公司有权将该4,500万出资额自主处置，处置所得资金优先满足公司以自有资金实缴出资（7,500万

元份额）的预期收益。恒天海嘉全体合伙人拟认缴出资总额为24,310万元，公司合计名义的出资额占恒天海嘉全体合伙人出

资总额比例为49.36%，其中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出资的金额为7,500万元，占恒天海嘉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比例为

30.85%，公司代持的泗阳嘉泰出资额为4,500万元，占恒天海嘉全体合伙人出资总额比例为18.51%。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恒

天海嘉共获得实缴出资金额9,49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实缴出资额为4,950万元，公司代持的泗阳嘉泰实缴出资额为1,500万

元。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融鼎新设立子公司，自筹资金在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创新园A区核心

区投资建设中融信托哈尔滨总部大楼。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拟投资建

设哈尔滨总部大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72）、《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哈尔滨总部大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019年1月23日，中融鼎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中融鼎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融置业”）通过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平台，以人民币9,990万元竞得No.2018HTS(G)00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同日，中融置业与哈尔滨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目标地块的《成交确认书》。目前，本项目已签署完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承诺书，并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项目施工正在进行。 

 

4、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于2018年11月28日与吴忠现代农业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纺织之光

科技教育基金会等合作方签署协议，拟出资3,500万元参与设立吴忠市仁盛纺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产业基金”），

占产业基金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比例为33.65%，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93）、《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8）。2019年3月29

日，公司收到《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产业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截至报告期末，产业基金共获得实

缴出资金额3,438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实缴出资1,315万元。 

 

5、公司下属榆次分公司、太原经纬电器有限公司以及常德纺机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1月1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5）。2018年8月，

公司下属企业共获得“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有关补贴人民币6,276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8日披露的《关于下属

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5）。榆次分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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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补贴共计人民币7,586.13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所属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已绝大部分完成。 

 

6、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财务结构，满足中长期资金需求，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注册、公开发行不超过

人民币30亿元债券（包括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公司债券、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2020年4月29日，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和可续期公司债券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8）。2020年5月20日，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2021年1月，公司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

批复》、《关于同意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相关工作正在推进。  

 

7、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情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2020年12月15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监事会同意马骏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任期自股东大

会批准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2021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

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

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监事会选举监事马

骏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名称为《第九届监事

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49、2021-53。 

2021 年 01 月 20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名称为《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九届监

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7、2021-08、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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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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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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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基金 000621 
易方达现金增

利货币 B 
1,070,574,318.23 

公允价

值计量 
1,070,574,318.23 0.00 0.00 918,000,000.00 0.00 8,916,496.13 1,997,490,814.3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0846 
中融货币市场

基金 C 
2,348,520,060.39 

公允价

值计量 
2,348,520,060.39 0.00 0.00 0.00 496,551,863.25 12,893,409.41 1,864,861,606.5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3678 
中融现金增利

货币 A 
1,506,148,923.24 

公允价

值计量 
1,506,148,923.24 0.00 0.00 15,786,624.29 2,773,455.07 10,466,948.35 1,529,629,040.8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其他 - 

天津融衡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28,75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528,75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28,750,000.00 

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 

中保投-南京建

工专项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 

523,813,698.63 
公允价

值计量 
523,813,698.63 0.00 0.00 0.00 0.00 0.00 523,813,698.63 

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其他 - 

大连蕴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501,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499,75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99,750,000.00 

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1929 
华夏收益宝基

金 
601,958,721.72 

公允价

值计量 
601,958,721.72 0.00 0.00 0.00 182,000,000.00 3,904,969.90 423,863,691.6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3467 富荣货币 B 0.00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0.00 300,000,000.00 0.00 1,561,818.87 301,561,818.8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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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基金 004869 中融日盈 B 138,902,108.22 
公允价

值计量 
138,902,108.22 0.00 0.00 0.00 0.00 748,916.53 139,651,024.7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信托

产品 
- 

中融-长河盛世

2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00,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0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0,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2,758,134,112.43 -- 3,298,565,336.73 -35,197,342.84 0.00 5,552,649,780.09 7,883,551,571.09 -24,550,744.33 945,821,970.92 -- -- 

合计 10,077,801,942.86 -- 10,616,983,167.16 -35,197,342.84 0.00 6,786,436,404.38 8,564,876,889.41 13,941,814.86 8,855,193,666.51 -- -- 

2、证券投资说明 

上表中的证券投资均为子公司中融信托从事的证券投资业务，此类业务是其日常经营业务。 

3、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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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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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占用股东

或关联人 

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余额 

报告期  

新增占用

金额  

报告期  

偿还总金

额  

期末余额  

截至季报

披 

露日余额 

预计  

偿还方式 

预计  

偿还金额 

偿还时间  

（月份） 

天津恒天

新能源汽 

车研究院

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注  5,380 0 270 5,110 5,11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

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

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不适用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

核意见的披露日期 
2021 年 04 月 21 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

核意见的披露索引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名称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注：2016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经纬纺机”）原汽车业务板块申报的新能源汽车

研发与产业化基地专项建设基金项目，该项目以经纬纺机控股子公司天津恒天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研究

院”）为实施主体。2016 年 3月，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下称“国开基金”）委托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

开行”）北京分行向经纬纺机发放项目贷款，专项用于前述国家发改委批复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与产业化基地建设，经纬纺机

以内部借款方式转付给天津研究院。2016 年 12 月 9 日经纬纺机与恒天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包括天津研究院在内

的公司汽车业务板块整体出售给恒天集团。由于未能完成国开行 7,000 万贷款的借款主体变更，构成向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

关联人提供资金的情形。该资金由第三方提供且有排他性条款，经纬纺机并未实际垫付自有资金至天津研究院。截止报告披

露日，经纬纺机、恒天集团、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已签订《专项资金监管协议》，经纬纺机、恒天集团已签订《协议书》，恒

天集团把自有资金 5,110 万元付款至双方开立的银行监管账户，作为天津研究院对公司借款余额 5,110 万元的还款保障。 

六、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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