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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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述（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单晓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宋卫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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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9,868,455.81 24,991,030,040.74 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406,050,708.71 5,403,761,245.3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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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12,363.65 -311,496,0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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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1,051,828.25 5,864,008,589.68 9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43,208.64 -54,541,339.6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957,508.50 -78,844,708.5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10 -1.04 增加 1.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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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06,206.04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产

生的净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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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3,959.94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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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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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94,583.37 

主要系金融证券投资公

允价值的变动以及处置

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9,599.90 
主要系长期不支付的应

付款项转营业外收入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854,828.80 
主要系收回逾期应收款

项相应利息收入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945,321.98  

所得税影响额 -27,303,138.92  

合计 70,500,7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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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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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511,581,011 67.41 0 无 - 

国有

法人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

行－兴证资管鑫成 6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6,180,000 2.51 0 未知 - 其他 

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5,273,655 2.02 0 未知 - 其他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

行－兴证资管鑫成 63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3,329,006 1.93 0 未知 - 其他 

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2,299,755 1.89 0 未知 - 其他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

行－兴证资管鑫成 71 号

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29,101,100 1.30 0 未知 - 其他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88,000 0.67 0 未知 - 其他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3,999,000 0.18 0 未知 - 其他 

黄联土 3,768,010 0.17 0 未知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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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朋 3,638,600 0.16 0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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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1,581,011 人民币普通股 1,511,581,011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6,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180,000 

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5,273,655 人民币普通股 45,273,655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6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3,329,006 人民币普通股 43,329,006 

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2,299,755 人民币普通股 42,299,755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1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01,100 

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0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88,000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3,9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9,000 

黄联土 3,768,010 人民币普通股 3,768,010 

翟朋 3,6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2.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6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71号双红利轮动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和兴证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兴证资管鑫成 63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均由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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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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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1 年 3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变动率（%）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30,665,410.94  75,133,929.23  73.91  

主要系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银行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586,598,590.42  - - 
主要系执行新租赁

准则，租赁房产确认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 6 

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1 年 3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变动率（%） 原因说明 

使用权资产所致 

衍生金融负

债 
1,691,700.00  4,612,800.00  -63.33  

主要系纸浆商品套

期工具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482,263,785.28  754,395,808.97  -36.07  

主要系短期融资到

期减少所致 

租赁负债 583,952,572.57  - - 

主要系执行新租赁

准则，租赁房产确认

租赁负债所致 

递延收益 56,697,391.83  26,048,529.62  117.66  
主要系收到拆迁补

偿款转入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 年一季度 2020 年一季度 变动率（%）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1,381,051,828.25  5,864,008,589.68 94.08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

疫情影响，销售规模

减少，今年一季度销

售恢复所致 

税金及附加 33,406,819.86  13,654,715.82  144.65  
主要系销售规模增

加所致 

管理费用 226,315,888.48  161,121,809.24  40.46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

疫情影响，社保费用

部分减免，管理费用

减少，今年一季度恢

复正常所致 

研发费用 11,621,938.32  7,990,949.91  45.44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27,582,487.99  4,710,687.07  485.53  

主要系持有的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70,398,121.85  15,393.73  457,216.85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

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01,089.76  5,339,575.50  -73.76  

主要系子公司收到

业绩补偿款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301,041.28  369,359.51  252.24  

主要系子公司拆迁

相关的费用增加所

致 

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21 年一季度 2020 年一季度 变动率（%） 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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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1 年 3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变动率（%）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5,612,363.65  -311,496,077.73  不适用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

到现金扣除采购支

付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0,876,216.95  -15,235,648.56  不适用 

主要系金融证券投

资投出的现金扣除

收回投资收到现金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7,474,374.13  809,614,741.61  -109.57  
主要系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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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述（代）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