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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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涂木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丽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丽

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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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49,250.83 495,256,798.98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2,930,661.49 438,922,204.73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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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7,752.36 12,057,332.68 -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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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66,810.50 35,966,114.76 2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72,750.40 3,575,746.78 1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76,473.42 2,841,930.75 2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97 0.85 增加 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7 0.0274 19.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7 0.0274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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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9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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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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2,907.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544.28  

所得税影响额 -63,989.93  

合计 696,2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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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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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木林 44,100,000 33.75  无  境外自然人 

蔡瑞美 43,365,000 33.19  无  境外自然人 

李欣 2,837,856 2.1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钱英 1,597,596 1.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信钢 1,181,100 0.9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夏德森 1,162,298 0.8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Vorstieg Holding 

Co., Limited 
933,316 0.71  未知  境外法人 

王玫 600,880 0.4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董灿 600,000 0.4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窦志勇 572,071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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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木林 44,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100,000 

蔡瑞美 43,3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65,000 

李欣 2,837,856 人民币普通股 2,837,856 

钱英 1,597,596 人民币普通股 1,597,596 

周信钢 1,18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1,100 

夏德森 1,162,298 人民币普通股 1,162,298 

Vorstieg Holding Co., Limited 933,316 人民币普通股 933,316 

王玫 600,880 人民币普通股 600,880 

董灿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窦志勇 572,071 人民币普通股 57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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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涂木林和蔡瑞美夫妇；公

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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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83,558,462.25 139,204,618.97 -39.97 注 1 

预付款项 4,664,188.51 2,348,355.07 98.62 注 2 

其他流动资产 3,684,177.12 2,541,530.02 44.96 注 3 

长期股权投资 50,000,000.00 - 不适用 注 4 

在建工程 36,222,663.56 25,729,796.62 40.78 注 5 

无形资产 37,595,296.74 23,671,354.59 58.82 注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8,947,803.72 15,464,201.61 -42.14 注 7 

应付账款 35,807,173.84 24,716,566.24 44.87 注 8 

注1：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了对金锋馥（滁州）输送机械有限公司的增资款

5000万元。 

注2：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预付的材料货款增加。 

注3：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增值税留抵扣额增加。 

注4：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了对金锋馥（滁州）输送机械有限公司的增资款

5000万元。 

注 5：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是因为在建工程项目“工业输送带制造项目”在继续建设。 

注6：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艾艾精工输送系统有限公司本期获取

了一项土地使用权。 

注7：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主要是因为预付土地保证金在本期转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注8：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应付材料款及应付工程款较期初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 

原因 

营业收入 44,466,810.50 35,966,114.76 23.64 注 1 

营业成本 27,995,736.31 21,889,379.74 27.90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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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1,078,994.92 -54,849.82 不适用 注 3 

注1：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本期业务订单金额增加。 

注2：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增长，营业成本相应增长。 

注3：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本期汇率变动的原因导致汇兑损失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 

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0,072,254.65 44,776,325.90 5,295,928.75 注 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7,350,742.33 17,982,634.87 9,368,107.46 注 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942,549.12 1,469,321.81 12,473,227.31 注 3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50,000,000.00 注 4 

注1：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增长，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相应增长。 

注2：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增长，营业成本相应增长，购买商品支

付的现金相应增长。 

注3：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的在建工程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 

注4：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了对金锋馥（滁州）输送机械有限公司的增

资款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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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涂木林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