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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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重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建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利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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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6,613,715.06 7,470,402,491.71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279,336,986.07 5,180,981,8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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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31,723.95 224,737,649.33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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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4,012,744.29 1,067,473,714.13 12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0,355,114.07 74,149,069.45 3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6,397,748.13 60,279,386.24 4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2 1.71 增加 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8.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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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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9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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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2,878.9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161,3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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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281,666.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4,741.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1,143.77  

所得税影响额 -2,639,098.40  

合计 13,957,3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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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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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426,965,306 39.50 81,405,86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118,425,003 10.96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 78,213,477 7.24 78,213,477 无  境外法人 

陈升 43,837,029 4.06 0 无  未知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3,315,838 2.16 0 无  国有法人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

方林村经济合作社 
20,561,235 1.90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68,359 1.66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698,716 1.55 0 无  未知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

限公司 
12,397,520 1.15 0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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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平安

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

托投资 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0,401,507 0.96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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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45,559,442 人民币普通股 345,559,442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118,425,003 人民币普通股 118,425,003 

陈升 43,837,029 人民币普通股 43,837,029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3,315,838 人民币普通股 23,315,838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经济合作社 20,561,235 人民币普通股 20,561,2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68,359 人民币普通股 17,968,35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698,716 人民币普通股 16,698,716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12,397,520 人民币普通股 12,397,52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平安人寿－平安基

金权益委托投资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401,507 人民币普通股 10,401,507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573,766 人民币普通股 8,573,7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位列前

10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除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位列前

10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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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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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5,342,392.73 7,700,607.04 -30.62 主要系收回暂借金料所致 

在建工程 16,726,402.72 5,192,572.33 222.12  
主要系本期钱江染整公司污水整治提标工

程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00,080,752.78 -100.00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合同负债 41,395,386.86 27,840,658.16 48.69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70,201,599.64 166,896,474.41 -57.94 主要系公司本期税金上缴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189,400.74 3,219,683.69 61.18 主要系本期合同负债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3,430,287.61 1,712,544.25 100.3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化增加

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54,012,744.29 1,067,473,714.13 120.52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商品

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2,153,446,210.23 873,423,393.59 146.55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商品

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6,181,376.11 -264,303.25 -2238.74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同比增加、利息费用

同比减少共同所致 

其他收益 7,581,808.68 4,904,534.03 54.59 主要系本期取得政府补助款同比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7,064,973.45 -27,209,170.73 125.97 主要系期末金价变动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99,455.47 2,812,491.04 -110.65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影响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86,992.46 -102,704.00 -276.8 主要系本期出售旧设备获得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712,275.86 194,186.85 266.8 
主要系本期收到各类赔偿收入同比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332,455.77 2,541,775.20 -86.92 
主要系上期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捐赠 250 万

元所致 

净利润 112,356,744.44 84,929,834.99 32.29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7,131,723.95 224,737,649.33 -56.78 

主要系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

比增长 85.27%，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同比增长 147.48%等共同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59,939.14 246,155,297.47 -97.74 

主要系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

比减少 20525 万元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715,540.31 -33,182,339.92 -55.85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和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 2808 万元影

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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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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航民百泰所处市场环境及其生产经营活动均受到不可抗力

的冲击，未能如期完成年度业绩承诺。为促进公司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利益，并基

于《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指

导意见，公司及业绩承诺方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拟将 2020年度业

绩承诺顺延至 2021年履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延长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4月 21日公

告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延长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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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重庆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