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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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戈亚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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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9,109,198.68 33,744,928,407.13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16,165,157.28 8,899,841,103.81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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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764,833.91 -221,483,092.83 -4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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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233,485.52 2,264,984,379.68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852,631.15 212,618,979.21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178,234.30 214,077,688.18 -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2.51 减少 0.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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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9.68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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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130.25 
主要为本期摊销研发项目拨款、

收到的各类奖励、补助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04,858.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01,7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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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969,702.39  

合计 674,3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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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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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522,662,086 49.92 0 质押 39,308,176 国有法人 

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96,458,412 9.21 0 无 0 国有法人 

昝圣达 69,200,000 6.61 0 质押 51,625,00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55,300 1.44 0 无 0 未知 

尹大勇 11,141,600 1.06 42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蓝富坤 6,760,329 0.65 42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廷栋 4,520,0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戈亚芳 4,398,000 0.42 672,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春晨 4,234,0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艾特网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98,600 0.3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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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522,662,086 人民币普通股 522,662,086 

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96,458,412 人民币普通股 96,458,412 

昝圣达 69,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2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5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55,300 

尹大勇 10,7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16,600 

蓝富坤 6,335,329 人民币普通股 6,335,329 

杨廷栋 4,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20,000 

高春晨 4,2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34,000 

深圳艾特网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9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8,600 

戈亚芳 3,7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是第一大股东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

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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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发生的重大变化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1 应收票据 978,110.66 2,024,110.66 -51.68 
本期末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本期商

业承兑汇票贴现所致。 

2 使用权资产 17,748,580.37 
 

 
本期末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于

2021年 1月 1日首次执行新租赁准

则，将租赁资产确认为使用权资产，

同时确认相应租赁负债所致。 
3 租赁负债 3,351,888.18 

  

4 短期借款 1,787,106,620.56 1,293,042,188.07 38.21 

本期末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本期负

债结构变动，短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5 应付票据 1,042,447,836.42 417,031,292.27 149.97 

本期末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本期用

于支付工程款及货款的银行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6 预收款项 1,930,070.18 2,849,982.47 -32.28 
本期末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本期预

收租金减少所致。 

7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826,974,288.02 1,300,992,110.73 -36.44 

本期末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一年内

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偿还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构成发生的重大变化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1 税金及附加 116,476,368.88 70,292,001.73 65.70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房地产

项目公司预提土地增值税增加所致。 

2 投资收益 9,076,906.94 2,120,176.15 328.12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理财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3 资产处置收益 0.00 2,393,804.36 -100.00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子

公司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处置固定资产

确认净收益，本期未发生所致。 

4 其他收益 1,094,409.58 18,779.99 5727.53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5 营业外收入 5,060,228.54 2,298,475.38 120.16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的

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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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发生的重大变化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减

（%） 
变动原因 

1 收到的税费返还 57,440,239.17 9,618,101.57 497.21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

到出口退税和增量留抵退税增加综

合所致。 

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96,588,978.69 68,402,027.06 41.21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银

行承兑汇票贴现所致。 

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93,939,183.35 197,253,975.50 99.71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支

付的北部新城暂付款增加所致。 

4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4,000,000.00 -100.00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

期子公司常州黑牡丹置业有限公司

收回对常州牡丹弘都房地产有限公

司的投资款，本期未发生所致。 

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 
10,905,507.63 1,931,781.00 464.53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理

财收益增加所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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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00.00 4,541,074.00 -97.31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较

上年同期处置固定资产现金流入减

少所致。 

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49,500,524.71 5,708,722.63 767.10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支

付艾特网能总部基地以及黑牡丹集

团总部大楼土地款所致。 

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支

付常州上市后备基金项目投资款所

致。 

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54,091,852.02 -100.00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

期根据协议付款安排，支付并购深圳

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 75%股权剩

余股权交易款，本期未发生所致。 

1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658,000,000.00 1,000,000,000.00 -34.20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公

开发行“21 牡丹 01”收到募集资金

6.58亿元较上年同期发行中期票据

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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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公司 2020年 5月 11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

超过 10亿元（含 10亿元）的公司债券。 

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2021年1月27日发行了“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6.58亿元，期限为3年，每张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

行，票面利率为4.80%，发行款6.58亿元已于2021年1月27日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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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年2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八届二十五次

董事会会议及八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年3月18日，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性质变更及过户登记，公司

以人民币4.3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91名激励对象授予登记29,817,000股限制性股票。详见公司公

告2021-007至20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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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戈亚芳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