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5 

 

公司代码：600528                                                   公司简称：中铁工业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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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培根 独立董事 因事 陈基华 

公司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独立

董事李培根因事请假，委托独立董事陈基华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1.3  公司负责人易铁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石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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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12,184,738.55 44,190,032,542.29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772,663,550.75 21,309,603,533.10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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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992,915.31 -1,117,191,120.3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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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8,550,112.40 4,702,381,452.32 4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91,651,297.87 340,626,258.41 4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86,337,143.16 317,753,485.74 53.0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5 1.73 增加 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1 0.1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1 0.1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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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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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286.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6,363.2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930,995.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937,491.34 

合计 5,314,1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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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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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

司 
634,973,795 28.5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 
456,387,811 20.54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

银行－华融国际信托

－华融·中原股权中

铁工业定增权益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709,779 3.41 0 无 0 未知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75,568,779 3.4 0 无 0 未知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9,305,994 2.67 0 无 0 未知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

－农业银行－华宝信

托－投资【6】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37,854,889 1.7 0 无 0 未知 

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7,854,889 1.7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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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安保基金－建设

银行－人寿保险－中

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委托国寿安保基金

混合型组合 

37,854,889 1.7 0 无 0 未知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37,854,889 1.7 0 无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

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基金－

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27,765,900 1.2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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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 634,973,795 人民币普通股 634,973,795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456,387,811 人民币普通股 456,387,811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

信托－华融·中原股权中铁工业定增

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709,779 人民币普通股 75,709,779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568,779 人民币普通股 75,568,779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305,994 人民币普通股 59,305,994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农业银行－

华宝信托－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7,854,889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 

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7,854,889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人寿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国

寿安保基金混合型组合 

37,854,889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37,854,889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易方达基金－汇金资管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27,765,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6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为第二大股东中

国中铁的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9日与本公司第二大

股东中国中铁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国中铁行使。中原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

托-华融·中原股权中铁工业定增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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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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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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易铁军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