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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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哲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嘉伟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查

理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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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63,527,726.62 1,412,889,114.00 1,412,889,114.00 2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99,055,517.62 653,904,086.61 653,904,086.61 52.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2,900,389.04 -608,259.75 -2,420,197.29 6,952.9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24,954,709.71 122,831,992.35 122,831,992.35 8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660,301.17 6,591,995.58 7,217,178.32 18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6,797,391.59 5,134,522.91 5,749,921.78 227.1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81 0.95 1.18 增加 1.8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04 0.07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04 0.07 200.00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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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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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699.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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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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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61.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5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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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11.21  

所得税影响额 -525,738.73  

合计 1,862,9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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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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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哲龙 55,191,591 32.50 0 质押 12,542,000 境内自然人 

李明健 21,613,118 12.7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朴艺峰 8,420,937 4.96 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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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投

连－个险投连 

2,624,671 1.55 0 无  其他 

李顺玉 2,304,666 1.3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河产业动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149,889 1.27 0 无  其他 

深圳市美盛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美

盛通理想一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42,490 1.20 0 无  其他 

庄连美 1,942,376 1.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河研

究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80,000 0.99 0 无  其他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540,846 0.91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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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哲龙 55,191,591 人民币普通股 55,191,591 

李明健 21,613,118 人民币普通股 21,613,118 

朴艺峰 8,420,937 人民币普通股 8,420,93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投连－个险

投连 

2,624,671 人民币普通股 2,624,671 

李顺玉 2,304,666 人民币普通股 2,304,666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产业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49,889 人民币普通股 2,149,889 

深圳市美盛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美盛通理想

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42,490 人民币普通股 2,042,490 

庄连美 1,942,376 人民币普通股 1,942,37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河研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启航两年封闭运

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9,395 人民币普通股 1,39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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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李哲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朴艺峰为李哲龙之配偶，李明健为李哲龙与朴

艺峰之子，李顺玉为李哲龙之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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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科目 

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比例(%) 变动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22,070,840.41 55,606,890.08 479.19 
主要系本期收到非公开

发行相关款项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081,210.96 38,479,694.13 -63.41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

期 

应收款项融资 10,013,383.76 21,058,707.05 -52.45 
主要系本期收到信用级

别较高银行的票据减少 

预付款项 42,516,842.74 15,030,155.27 182.88 
主要系本期预付进口原

料货款增加 

在建工程 57,746,963.18 36,795,874.65 56.94 
主要系子公司昆山天洋

EVA产线升级改造所致 

应付票据 7,601,000.00 2,000,000.00 280.05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 

应交税费 9,264,092.79 6,908,205.94 34.10 主要系本期计提所得税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17,519,445.98 85,904,129.75 36.80 

本期新增一年内到期的

融资租赁款 

长期应付款 5,786,188.25 15,203,503.52 -61.94 

一年内到期的款项增

加，重分类至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 

资本公积 646,085,534.12 289,874,317.41 122.88 
非公开发行溢价，详见

三、3.1 

库存股 -46,681,531.59     
主要系本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利润表科目 

科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比例(%) 变动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224,954,709.71 122,831,992.35 83.14 
主要系报告期内主营业

务销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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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156,225,203.64 87,999,470.15 77.53 
主要系报告期内主营业

务销售增加 

销售费用 14,584,051.04 9,249,660.39 57.67 
主要系墙布事业部加大

推广导致广宣费增加 

管理费用 15,671,938.87 10,192,758.88 53.76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薪

酬调整，管理人员薪酬

同比增加 

研发费用 6,580,865.26 2,703,967.96 143.38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

入 

信用减值损失 -1,019,630.89 -561,506.25 81.59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应收

款坏账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547,248.88 -161,154.57 239.58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

跌价增加 

所得税费用 6,479,126.05 2,285,133.95 183.5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长，

所得税计提增加 

 

（3）现金流量表科目 

科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比例(%) 变动情况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7,731,835.70 3,824,280.52 102.1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收到

增值税进项留底退税款 

支付给职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30,902,541.03 23,453,700.63 31.76 

主要系本期薪资结构

调整导致薪资支出增

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710,048.74 7,093,980.81 65.07 
主要系本期支付业务相

关的税金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1,915,165.67 7,703,759.92 184.47 

主要系本期墙布事业部

推广费支出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373,140,340.71    

主要系本期收到非公开

发行投资款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9,730,00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融资租

赁款项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5,148,686.77 3,561,318.72 44.57 
主要系本期融资款增加

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0,171,763.88 776,687.50 8,934.75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的

融资租赁款及以集中竞

价的方式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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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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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0年6月15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上海天

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0年9月11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提请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年9月18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并进行了信息披露，会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7月1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各项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 

2020年9月28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需调整修订的各项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11月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的申请。 

2020年11月1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5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5,864,000股新股，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6,929,124股 

3、发行价格：22.86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386,999,774.64元 

5、发行费用：13,146,226.41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373,853,548.23元 

7、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保荐机构”或“中

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21年3月1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

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0188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

至2021年2月9日，中信证券收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386,999,774.64元

（大写：叁亿捌仟陆佰玖拾玖万玖仟柒佰柒拾肆元陆角肆分）。 

2021年2月10日，中信证券向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相关承销保荐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3月1日出具的《验资

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0184号），截至2021年2月10日，公司已收到特定投资者以

货币形式缴纳的出资额人民币374,399,774.64元（己扣除含税承销费、顾问费人民币

12,600,0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总额13,146,226.41元（其中：承销

费、顾问费11,886,792.45元，专项审计验资费127,358.49元，律师费1,132,075.47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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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净额为373,853,548.23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16,929,124.00元，计入资本公积

356,924,424.23元。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于2021年3月17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成。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16,929,12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同时，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李哲龙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2、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本金增加，总资产、净资产规模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进一

步降低，资金实力得到有效增强，有助于公司提高偿债能力、节省财务成本、降低财务风险，

进一步改善资本结构。 

3、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未来整体

战略方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有利于丰富

公司热熔胶产品序列，为公司开拓热熔墙布市场提供资金保障，并将有效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及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

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

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

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5、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化。若公司未来拟调整高

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

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

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二、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月 8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并于 2021年 3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12）。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

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作为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拟回购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00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 60,000,000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2.53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即从 2021年 3月 8日至 2022 年 3月 7日）。 

（1）回购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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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24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 2021年 3月 25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

况，详见公司 2021年 3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2021年 4月 2日，公司回购股份支付的总金额已达到回购金额上限，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已实

施完毕。截至 2021年 4月 2 日，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1,979,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回

购最高价格 30.85元/股，回购最低价格 27.95元/股，回购均价 30.17元/股，使用资金总额

59,726,235.5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2）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份买入

合法、合规。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

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 1,979,546股，根据本次回购方案拟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回购的股份如未能在发布本公告后三年内用于上述用途的，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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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提升资产经营效率，决定将子公司昆山天洋位于昆

山市千灯镇汶浦路北侧及昆山市千灯镇石浦汶浦东路188号的两块土地的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

其它附属设施的产权转让给德邦（昆山）材料有限公司，并于2021年4月14日昆山天洋与德邦材料

签署了《不动产转让合同》。子公司昆山天洋此次出售的为闲置资产，因此出售不影响公司任何

业务的经营，本次交易完成后，根据公司的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货币资金约

7,340万元，预计增加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约为4,088万元。 

同时鉴于昆山天洋与德邦材料的上述交易符合昆山市千灯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千灯政府”）

产业嫁接引导要求，经千灯政府与昆山天洋协商，双方于2021年4月14日签订了《产业嫁接引导奖

励协议书》。千灯政府承诺在昆山天洋将上述资产转让给德邦材料的情况下，奖励及补偿昆山天

洋不超过4,100万元的款项（最终金额以实际情况为准）。上述所述政府补助款项属于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对本期利润造成影响。 

 

 

公司名称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哲龙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