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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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武建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秀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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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30,933,836.78 54,514,024,346.55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81,563,346.06 8,733,074,246.26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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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63,445.23 -1,597,419,267.77 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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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288,798.29 4,063,634,471.40 2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358,959.65 -71,337,391.86 16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798,636.12 -101,585,427.57 133.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1.22 增加 1.9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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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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964.7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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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718.8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2,021,315.09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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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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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771,09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61,052.94  

所得税影响额 -2,703,720.49  

合计 13,560,3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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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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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6,758,534.00 73.56 2,176,758,534.00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399,476,000.00 13.50 - 未知 / 其他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86,925,466.00 2.94 86,925,466.00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881,508.00 0.57 - 无 - 其他 

阮美霞  4,000,000.00 0.14 - 无 - 境内自然人 

顾璟  2,563,300.00 0.09 - 无 -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4,369.00 0.07 - 无 - 其他 

黄志刚  1,865,000.00 0.06 - 无 - 境内自然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

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830,300.00 0.06 - 无 - 其他 

刘绍 1,629,000.00 0.06 - 无 -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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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399,476,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99,476,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881,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81,508.00 

阮美霞 4,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0 

顾璟 2,56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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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4,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4,369.00 

黄志刚 1,8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5,0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

基金（交易所） 
1,83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300.00 

刘绍 1,6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9,000.00 

王大维 1,52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7,200.00 

林兴 1,18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6,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 1：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量未包含其通过附属公司洛阳有色

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A 股股票及通过其附属公司

云铝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H 股股票。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连同其

附属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2,283,179,000 股，其中包括 2,263,684,000 股 A 股

及 19,495,000 股 H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16%。 

 注 2：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19,495,000 股 H 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注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99,476,000 股 H 股

中包含代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 

19,495,000 股 H 股。 

 注 4：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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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货币：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应收款项融资 349,650,680.76 571,448,716.65 -38.81 

其他流动负债 1,394,161,237.67 2,517,483,960.57 -44.62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重大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1）应收款项融资较年初减少 38.81%，主要是应收票据背书转让用于工程款的支付所致。 

2）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44.62%，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归还超短期融资券人民币10亿元。 

（2）利润表主要科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货币：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6,283,538.34 -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358,959.65 -71,337,391.86 1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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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利润表重大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166.39%，主要是本报告期国内新冠疫情趋于稳定，

公司积极开展工程业务，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高于同期水平。 

（3）现金流量表主要科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货币：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5,263,445.23 -1,597,419,267.77 53.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5,414,970.80 -891,096,598.63 -68.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3,047,505.11 991,987,576.50 -32.15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少流出 53.35%，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加强工程结算

款项清收，合理配置资金使用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多流出68.94%，主要是本报告期弥玉项目建设投入增

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少流入32.15%，主要是本报告期弥玉项目外部资本较

上年同期投入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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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管理层谨慎评估，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本集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内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公司积

极推进项目建设，坚决实施项目成本精细化管理，加快工程结算回款，营业收入及毛利率预期均

高于同期水平。 

 

 

公司名称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武建强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