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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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时沈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郁海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方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79,638,638.27 60,239,798.19 19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26,912.44 -20,759,975.26 14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47,811.77 -23,527,888.99 10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499,351.74 -84,445,730.01 2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6 14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6 14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1.66%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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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134,135.49 1,979,325,898.27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2,139,687.16 1,322,604,174.72 0.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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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0,228.66 主要系以闲置房产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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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58.25 主要系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84.70 主要系银行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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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828.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8,848.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0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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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679,10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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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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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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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沈祥 境内自然人 35.83% 47,096,691 35,322,518 质押 3,920,000 

骆莲琴 境内自然人 29.72% 39,065,640 29,299,230 质押 25,800,000 

北京通胜辉煌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0% 8,800,593    

刘峰 境内自然人 0.89% 1,168,161    

修路桥 境内自然人 0.73% 959,831    

李本权 境内自然人 0.64% 844,200    

王忠 境内自然人 0.64% 840,000    

张伟 境内自然人 0.47% 620,050    

蒋迎迎 境内自然人 0.30% 394,800    

刘勇 境内自然人 0.30% 39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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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沈祥 11,774,173 人民币普通股 11,774,173 

骆莲琴 9,766,410 人民币普通股 9,766,410 

北京通胜辉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00,593 人民币普通股 8,800,593 

刘峰 1,168,161 人民币普通股 1,168,161 

修路桥 959,831 人民币普通股 95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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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本权 8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844,200 

王忠 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 

张伟 620,050 人民币普通股 620,050 

蒋迎迎 39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800 

刘勇 392,190 人民币普通股 392,1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时沈祥、骆莲琴为配偶关系，骆莲琴持有通胜辉煌 5%股权并担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刘峰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79,361 股，修路桥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817,876股，李本权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44,200股，

王忠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40,000 股，张伟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620,050 股，蒋迎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94,800 股，

刘勇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8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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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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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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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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45,919,706.29  221,302,441.82  -34.06% 主要系前期货款到期支付，本期材料备货支出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6,156,800.00  32,476,800.00  42.12%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其他产品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087,917.22  1,991,151.59  55.08% 主要系本期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77,449,990.43  48,143,604.73  60.87% 主要系以土地、房屋等出资设立合营公司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10,530.59  281,540.97  116.85% 主要系租用的固定资产改良费用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637,347.98  3,207,101.00  44.60% 主要系调整资产处置收益所得税所致。 

应付账款 96,572,928.46  165,336,545.58  -41.59% 主要系前期货款到期支付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062,284.10  2,957,574.72  -30.27% 主要系预收账款减少，需确认的销项税额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661,512.25  3,058,873.12  -187.01% 主要系子公司第一季度亏损所致。 

2、合并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179,638,638.27  60,239,798.19  198.21% 主要系拓宽销售渠道，订单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30,322,083.03  45,555,688.82  186.07% 主要系拓宽销售渠道，订单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983,363.12  190,894.76  415.13% 主要系增值税缴纳金额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4,048,078.21  16,458,246.33  46.12% 主要系安装项目增加，安装服务费支付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8,275,706.29  5,352,495.53  54.61% 主要系研发项目增加，经费支出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22,619.61  1,724,014.32  -147.72% 主要系外币贷款汇兑损益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22,858.25  1,652,751.90  -92.57% 

主要系本期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67,441.10  1,674,691.90  -104.03% 主要系较上年同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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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30,000.00   100.00% 

主要系以公允价值变动计价的银行理财产品计提损益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30,718.27  -150,203.43  -253.33% 主要系到期应收账款未收回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9,660,228.66   100.00% 主要系以土地、房屋等出资设立合营公司所致。 

营业外支出 0.00  654,392.13  -100.00% 主要系较去年同期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965,947.73  28,870.45  3245.80% 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499,351.74  -84,445,730.01  21.25% 主要系拓宽销售渠道，订单增加，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587,682.41  -13,211,422.85  -101.25% 

主要系“百步工业区集成吊顶生产基地扩建项目”持

续投入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0,976,683.29  -10,174,777.36  502.73% 主要系归还的到期银行借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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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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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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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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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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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0 3,115.68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1,500 1,500 0 

合计 1,650 4,615.68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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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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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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