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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32                                                   公司简称：爱旭股份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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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国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丽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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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8,273,853.95 12,701,957,035.14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43,898,259.88 5,343,271,846.50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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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687,849.48 50,400,622.74 -1,8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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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444,243.55 1,832,850,194.73 6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626,413.38 80,050,910.44 2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893,319.19 53,989,970.21 -5.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3.78 
减少 1.91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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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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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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8,1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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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17.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6,512.28  

所得税影响额 -8,776,999.05  

合计 49,733,0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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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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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刚 649,690,989 31.91 649,690,989 质押 138,000,000 境内自然人 

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68,754,374 27.93 568,754,374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新达浦宏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8,434,491 4.83  质押 98,434,49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津天创海河先进装

备制造产业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1,210,246 3.50 71,210,246 质押 39,705,107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佛山市嘉时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34,499 1.64 33,334,49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4,772,914 1.22  未知  国有法人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

有资金 
24,634,221 1.21  未知  境外法人 

江苏新材料产业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4,561,587 0.72 14,561,587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14,561,587 0.72 14,561,587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苏疌泉金茂新材料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481,294 0.61 12,481,294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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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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达浦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8,434,491 人民币普通股 98,434,491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772,914 人民币普通股 24,772,914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24,634,221 人民币普通股 24,634,221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890,999 人民币普通股 11,890,999 

平潭智领汉石专享 1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1,199,888 人民币普通股 11,199,888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9,079,964 人民币普通股 9,079,964 

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955,2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5,200 

朱玉树 7,380,680 人民币普通股 7,380,68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7,032,616 人民币普通股 7,032,616 

银华乾利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6,139,590 人民币普通股 6,139,5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刚、天津天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佛山市嘉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为一致行动人；江苏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和江苏疌

泉金茂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具有关联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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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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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3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297.65 518.41 1886.38 结构性存款增加 

应收票据 45,727.64 22,313.03 104.94 销售规模增加 

应收账款 9,578.49 4,413.11 117.05 销售规模增加 

其他应收款 2,594.95 1,333.51 94.60 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 

存货 161,714.38 45,527.99 255.20 
经营规模扩大，生产采购及销售

备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6,136.89 18,821.72 92.00 增值税期末留抵额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968.87 95,097.33 -67.43 
项目建设预付的工程设备款减

少 

交易性金融负债 441.11 55.56 693.96 
为规避外汇风险的远期外汇合

同增加 

应付票据 240,732.15 87,299.27 175.76 
采用票据额度支付的材料款增

加 

合同负债 22,729.19 61,965.51 -63.32 
预收款模式的客户出货比例降

低 

应交税费 2,388.46 971.58 145.83 
收到政府补助，应交所得税费增

加 

其他流动负债 2,600.38 7,740.78 -66.41 
合同负债减少对应的销项税相

应减少 

长期借款 134,253.14 97,881.12 37.16 投资新建项目，贷款规模扩大 

 

3.1.2 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

度 

2020 年第一季

度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00,744.42 183,285.02 64.09 电池片销量增长 

营业成本 271,534.66 162,718.27 66.87 电池片销量增长 

税金及附加 406.53 217.31 87.07 增值税的附加税增加 

管理费用 6,776.97 3,240.14 109.16 员工人数增长，薪酬增加 

研发费用 12,175.90 6,783.08 79.50 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5,089.56 3,797.19 34.03 有息债务规模增长利息支出增加 

其他收益 6,033.82 4,540.15 32.90 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574.93 20.00 2,774.66 
为规避外汇风险的远期外汇合同

的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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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第一季

度 

2020 年第一季

度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06.31 - 不适用 
为规避外汇风险的远期外汇合同

的账面评估损失增加 

3.1.3 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

度 

2020 年第一季

度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168.78 5,040.06 -1,829.52 购买材料现金支出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659.38 -11,976.82 不适用 在建项目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200.07 7,788.08 827.06 投资新建项目，贷款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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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刚 

日期 2021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