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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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肖群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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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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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10.73 128,180.90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6,075.73 72,141.83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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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97 3,033.66 -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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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3.00 17,776.31 4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066.10 -1,104.68 -44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49.90 -1,294.59 -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78 -1.62 减少 7.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0.0275 -448.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0.0275 -4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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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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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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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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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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17,719.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9,9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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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927.05  

所得税影响额 15,863,473.41  

合计 -46,161,9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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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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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集团有

限公司 
162,104,312 40.31 0 质押 20,000,000 国有法人 

安同良 10,290,000 2.5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陶秋杰 2,212,000 0.5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祁海明 1,638,000 0.4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芹 1,539,753 0.3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淑芬 1,353,8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茅裕凤 1,135,251 0.2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莉 1,090,000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金芳 1,059,0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明生 1,057,100 0.2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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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 162,104,312 人民币普通股 162,104,312 

安同良 10,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0,000 

陶秋杰 2,2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2,000 

祁海明 1,6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8,000 

周芹 1,539,753 人民币普通股 1,539,753 

陈淑芬 1,35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3,800 

茅裕凤 1,135,251 人民币普通股 1,135,251 

王莉 1,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0,000 

徐金芳 1,05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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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生 1,0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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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上年

同期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024.73 23,370.12 -27.15 因湘财股份股价下降，本期确

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减少账

面价值 6,345 万元。 

应收账款 11,681.36 8,983.67 30.03 系工贸公司正常业务变动。 

预付账款 6,359.64 3,432.72 85.27 系工贸公司正常业务变动。 

应付账款 9,770.12 6,316.06 54.69 系工贸公司正常业务变动。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32.79 3,219.14 -49.28 系公司因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相应减少所得税

费用引起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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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群锋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