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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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焦承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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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95,701,654.32 33,714,415,299.94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38,890,465.40 13,063,794,901.37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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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87,831.42 -19,571,0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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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6,725,085.99 5,941,232,246.25 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6,310,975.22 401,914,619.43 3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2,567,628.47 429,330,597.44 1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3.25 增加 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1 0.232 38.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0 0.230 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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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6,3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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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52,122.7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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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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0,1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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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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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4,264.8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2,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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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0,183.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541,529.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75,796.50  

所得税影响额 -18,094,439.00  

合计 83,743,3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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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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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泓羿投资管理（河南）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77,195,419 16.00  质押 28,429,985 其他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43,892,381 14.08  质押 50,000,00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20,750,390 12.74  未知  境外法人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9,209,157 3.99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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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798,608 3.51  无  境外法人 

YITAI GROUP (HONG KONG) 

CO LIMITED 
22,399,200 1.29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000,020 1.15  无  其他 

蒋仕波 19,376,080 1.12  无  境内自然人 

李俊 18,000,000 1.04  无  境内自然人 

高雅萍 15,416,816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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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泓羿投资管理（河南）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77,195,419 人民币普通股 277,195,419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3,892,381 人民币普通股 243,892,381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20,750,39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0,750,390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9,209,157 人民币普通股 69,209,15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798,608 人民币普通股 60,798,608 

YITAI GROUP (HONG KONG) CO LIMITED 22,399,2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399,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000,02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20 

蒋仕波 19,376,080 人民币普通股 19,376,080 

李俊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高雅萍 15,416,816 人民币普通股 15,416,8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泓羿投资管理（河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河南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 19.99%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说明：1、报告期末公司登记股东总数为 44,996户，其中 A股登记股东总数 44,935户，H股登记

股东总数 61户。 

2、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持有的 H股乃代表多个客

户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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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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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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指标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381,733.06 295,441.40 29.21 新增短期理财所致 

预付款项 65,433.57 49,889.48 31.16 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8,442.50 37,880.11 -24.91 
出售参股公司华轩（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使用权资产 131,036.53 78,479.12 66.97 新增厂房租赁所致 

长期借款 475,864.19 362,600.02 31.24 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租赁负债 120,171.21 68,851.32 74.54 新增厂房租赁所致 

 

2、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指标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228.78 -1,957.11 不适用 

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3,865.11 -79,773.80 不适用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7,623.97 -16,863.91 不适用 

主要是新增银行贷款所

致 

 

3、分业务板块收入与利润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业务板块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煤机板块 300,529.29 243,929.65 23.20 

汽车零部件板块 467,511.60 350,327.81 33.45 

合计 768,040.89 594,257.46 29.24 

管理费用 

煤机板块 12,913.21 6,235.57 107.09 

汽车零部件板块 18,848.21 17,392.12 8.37 

合计 31,761.42 23,627.69 34.42 

财务费用 

煤机板块 1,018.39 -705.26 不适用 

汽车零部件板块 2,680.36 2,252.59 18.99 

收购相关总部费用 2,762.74 2,896.76 -4.63 

合计 6,461.49 4,444.09 45.40 

信用减值损失 

煤机板块 -4,842.54 -408.88 不适用 

汽车零部件板块 612.24 -2,745.38 不适用 

合计 -4,230.30 -3,154.26 不适用 

净利润 煤机板块 51,750.15 63,490.30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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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板块 11,060.26 -18,783.80 不适用 

收购相关总部费用 -2,345.47 -2,463.27 不适用 

合计 60,464.94 42,243.23 43.14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煤机板块 50,295.00 62,967.52 -20.13 

汽车零部件板块 7,681.57 -20,312.79 不适用 

收购相关总部费用 -2,345.47 -2,463.27 不适用 

合计 55,631.10 40,191.46 38.42 

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为768,040.8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73,783.43万元，

增幅为29.24%。主要是：1）报告期内煤机板块营业总收入300,529.2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6,599.64万元，增幅为23.20%，主要是煤炭行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煤矿集中度提升，受国

家政策驱动，煤矿客户对智能化综采装备和系统的需求持续增长；2）报告期内汽车零部件板块总

收入467,511.6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17,183.79万元，增幅为33.45%，亚新科整体实现收入

125,497.9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51.78%，SEG实现营业总收入342,015.0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7.79%，主要是由于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汽车市场逐步恢复，特别是国内商用车产销量再创历

史新高，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产销量增长，同时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 

（2）管理费用：本报告期管理费用为31,761.4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133.73万元，增幅

为34.42%。主要是：1）报告期内煤机板块管理费用12,913.2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7.09%，主

要是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且公司计提中长期激励奖金所致；2）报告期内汽车零部件板

块管理费用18,848.2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37%。 

（3）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财务费用为6,461.4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40%。主要是：报告

期内煤机板块财务费用1,018.3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723.65万元，主要是银行贷款利息支出

增加所致。 

（4）信用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计提坏账造成利润减少4,230.3万元，较去年同期计提坏账准

备增加1,076.04万元。主要是： 1）报告期内煤机板块因计提坏账准备减少利润 4,842.54万元，

较去年同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4,433.66万元，主要是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汽车零部

件板块冲回坏账准备增加利润612.24万元，较去年同期冲回坏账准备增加3,357.62万元。 

（5）净利润：本报告期合并净利润为60,464.9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8,221.71万元，增幅

为43.14%。主要是：1）报告期内煤机板块净利润为51,750.15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1,740.15

万元，减幅为18.49%，主要是由于钢材等原材料采购价格上升导致毛利率下降以及期间费用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2）报告期内汽车零部件板块净利润11,060.2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9,844.06

万元，其中亚新科业务由于国内商用车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收入持续增长等因素影响，实现净

利润15,002.1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8.08%；SEG由于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及营业收入的增

加，净亏损2,042.27万元，较去年同期亏损减少21,756.56万元。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5,631.10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439.64万元，增幅为38.42%，主要是汽车零部件板块净利润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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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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控股股东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河南装备集团”）通过公开

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277,195,419股A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6.00%，

并于2021年1月8日与经公开征集程序确定的受让方泓羿投资管理（河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泓羿投资”）签署《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于2021年2

月25日，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 

本次股份转让前，河南装备集团持有公司521,087,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08%，为公

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国资委。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河南装备集团持有公司

243,892,38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08%；泓羿投资持有公司277,195,419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16%，同时其一致行动人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河南资产”）持有公司69,209,15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9%，泓羿投资与河南资产合计持有公司19.99%股份，根据泓羿投资与

河南资产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以及泓羿投资的治理结构，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泓羿投资和

河南资产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2、公司于2021年4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对实现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公司拟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向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包括研发、销售、管理等

核心骨干）等186人授予限制性股票4,230万股（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公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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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承尧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