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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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耀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湘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海

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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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8,633,497.19 8,560,462,125.08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389,012,489.01 5,249,115,406.0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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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454,311.28 -897,803,518.30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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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227,109.85 1,030,427,366.00 7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4,868,337.79 -7,113,573.29 1,99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5,040,707.92 -85,055,128.68 199.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98 -0.25 增加 4.2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1 1,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1 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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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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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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62,7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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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74,537.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25,657.1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75,326.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706.39  

所得税影响额 -12,013,197.92  

合计 49,827,6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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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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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347,565,186 46.05 0 质押 23,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马秀慧 141,142,856 18.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耀海 136,614,994 18.10 0 质押 25,000,00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492,502 4.17 0 无 0 其他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01,951 1.17 0 无 0 其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115,487 0.68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345,075 0.58 0 无 0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4,224,400 0.56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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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686,538 0.49 0 无 0 其他 

绍兴世合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3,512,379 0.47 0 质押 2,05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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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7,565,186 人民币普通股 347,565,186 

马秀慧 141,142,856 人民币普通股 141,142,856 

王耀海 136,614,994 人民币普通股 136,614,99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492,502 人民币普通股 31,492,5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成长

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01,951 人民币普通股 8,801,95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

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115,487 人民币普通股 5,115,4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345,075 人民币普通股 4,345,075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4,224,4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4,4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86,538 人民币普通股 3,686,538 

绍兴世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512,379 人民币普通股 3,512,3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山欧普、王耀海先生、马秀慧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注：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更名为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 

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持股情况等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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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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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831,854,420.77 289,368,255.95 187.47% 
主要系本期购买通知存款

及定存增加影响 

应收票据 10,261,953.96 1,683,422.20 509.59% 
主要系本期期末应收银行

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5,409,832.45 8,939,242.03 -39.48% 
主要系上期在建工程项目

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使用权资产 1,891,555.32 - 100.00% 

主要系公司于2021年1月1

日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确

认使用权资产所致 

商誉 6,75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溢价投资江西

欧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西欧亨”）形成

的商誉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60,259,128.17 867,988,411.39 -46.97% 
主要系本期应付保理业务

金额减少所致 

租赁负债 1,891,555.32 - 100.00% 

主要系公司于2021年1月1

日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确

认租赁负债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9,889,742.63 2,996,171.53 1231.36% 
主要系本期投资江西欧亨，

少数股东占比25%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756,227,109.85 1,030,427,366.00 70.44%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营业总成本 1,636,606,147.54 1,112,400,718.25 47.12%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1,100,970,649.67 677,602,657.94 62.48%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6,257,076.50 4,136,580.18 51.26%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81,705,694.68 54,230,014.10 50.67%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581,998.95 6,308,572.90 -109.23%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减少

所致 

利息收入 781,797.78 1,388,455.24 -43.69% 
主要系本期银行定存利息

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7,538,064.25 54,715,688.68 -49.6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5,639,574.94 28,682,784.35 -45.47%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减少

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47,277.11 3,178,772.06 -98.51% 

主要系本期确认对联营企

业浙江山蒲的投资收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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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285,840.32 -4,698,055.25 -55.08%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应收坏

账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681,992.96 -19,203,756.97 39.17%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减

值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9,880.23 848.91 6953.78%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处置

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159,172,888.20 -7,452,317.69 2235.88%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3,645,972.13 557,290.57 554.2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维权赔

款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30,920.01 1,814,973.41 -87.28%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减少

所致 

利润总额 162,587,940.32 -8,710,000.53 1966.68%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 27,576,031.42 -1,255,063.05 2297.18%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净利润 135,011,908.90 -7,454,937.48 1911.04%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持续经营净利润 135,011,908.90 -7,454,937.48 1911.04%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4,868,337.79 -7,113,573.29 1995.93%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43,571.11 -341,364.19 142.06%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

上海乾隆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的利润同比增加，相应的

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增加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1,834,621,043.33 1,178,870,389.30 55.63%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收到的回款相

应减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293.61 10,870,190.25 -99.64% 
主要系上期收到出口退税

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898,289,833.28 1,259,088,786.78 50.77%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销

售规模下降，收到的回款相

应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1,970,178,615.37 1,463,566,878.28 34.61% 

主要系本期购买原材料支

付的金额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

收到的现金 
17,007,371.13 25,504,012.29 -33.31%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的投

资收益金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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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收回

的现金净额 

17,630.98 1,254.58 1305.33%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收回的现金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30,0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投入

注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79,907,044.01 39,693,311.18 101.31%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投入

注资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60,701,895.16 - 100.00% 

主要系根据还款计划，本期

归还到期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311,834.95 - 100.00% 
主要系根据还款计划，本期

支付到期利息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573,189.08 201,873,615.00 -97.73% 

主要系上期进行股票回购

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65,586,919.19 201,873,615.00 -67.51% 

主要系上期进行股票回购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320,124.82 -162,180,303.82 108.83%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8,306,713.53 960,540.68 764.80% 
主要系本期外汇汇率变动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40,352,694.82 309,832,641.24 74.40%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829,720,950.77 605,420,968.16 37.05%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受限资金 2,133,470.00 1,490,036.90 43.18% 
主要系本期保函保证金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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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