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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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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坤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雪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崔玲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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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34,031,224.43 1,354,037,188.00 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009,678.64 222,895,029.06 2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0,797,011.50 233,720,320.89 1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5,171,935.95 -619,463,874.99 3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3 26.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3 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2.27%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8,343,932,249.85 18,810,321,083.95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379,783,139.20 11,077,772,083.16 2.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5,850.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746,9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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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974.2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239,793.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87,268.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48,879.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2,620.11  

合计 18,212,66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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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3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20.47% 196,100,199 147,075,149   

王坤晓 境内自然人 14.03% 134,381,061 100,785,796   

刘贞峰 境内自然人 11.54% 110,574,026 82,930,51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08% 106,160,271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77% 36,146,6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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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09% 20,000,00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兴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12,727,44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1.00% 9,618,198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诚

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8,890,868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87% 8,326,02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6,160,271 人民币普通股 106,160,271 

孙伟杰 49,025,050 人民币普通股 49,02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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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高端制造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6,146,659 人民币普通股 36,146,659 

王坤晓 33,595,265 人民币普通股 33,595,265 

刘贞峰 27,643,507 人民币普通股 27,64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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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兴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727,444 人民币普通股 12,727,44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9,618,198 人民币普通股 9,618,19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诚享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890,868 人民币普通股 8,890,868 

阿布达比投资局 8,326,026 人民币普通股 8,326,0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为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2009 年 11 月 1 日，孙伟杰、王

坤晓和刘贞峰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三方因多年合作而形成

的信任关系，三方决定继续保持以往的良好合作关系，相互尊

重对方意见，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该协

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在三方均为公司股东期间始终有效。（2）

股东孙伟杰与股东刘贞峰之间存在亲属关系。（3）除上述情形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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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1.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92.11%，主要原因系期初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2.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47.18%，主要原因系采购关键料件支付预付款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59.65%，主要原因系3月末留抵和预缴税金增加。 

4.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32.33%，主要原因系一季度缴纳年初应交税款所致。 

 

合并利润表： 

1. 税金及附加较年初增加86.82%，主要原因系本期应交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2.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470.41%，主要原因系本期联营、合营企业利润增长所致。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10.06%，主要原因系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财产品到期，结转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4. 资产减值损失（含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222.09%，主要原因系本期有大额应收账款账龄段滚动所致。 

5. 资产处置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44.79%，主要原因系本期累计处置资产折价较多所致。 

6.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09.7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预收款核销、保险索赔所致。 

7.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7.34%，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疫情捐赠支出较多所致。 

8.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9.08%，主要原因系本期实现的收益总额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收入规模增加，同时公司持续推进应收账款管理，

回款较多导致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11.7%，主要原因系支付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的资金减少；综合影响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36.21%。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83.6%，主要原因系期初理财产品存量少，本期到期赎回的较少；投资活动现

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4.2%，主要原因系期间购买理财产品较少、购建资产支付的款项较少所致，综合影响本期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363.24%。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7.76%，主要原因系本期取得的债务融资减少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较上年同期增加288.1%，主要原因系本期偿还借款、支付融资性保证金较多所致；综合影响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31.39%。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 

2015年1月6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杰瑞股份“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15年1月14日，公司完成“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合计18,064,435股。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为

经认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公司或子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合计不超过811人；其中李雪峰

先生认购3.9万份，胡文国先生认购7.8万份，刘志军先生认购1.56万份，訾敬忠先生认购9.75万份。资金来源系公司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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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借款；由公司自行管理。详见2014-069、2015-001、2015-005号公告。 

报告期内，“奋斗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处分其部分到期权利，股数合计596,600股。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奋斗

者1号”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中共有9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09%。 

2、“奋斗者2号”员工持股计划 

2017年1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杰瑞股份“奋斗者2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17年2月13日，公司完成“奋斗者2号”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合计1,350,000股。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为

经认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合计不超过220人；其中何

翌认购4.9万股，李雪峰认购0.774万股，胡文国认购0.882万股，李志勇认购3.064万股。资金来源系公司控股股东借款；由

公司自行管理。详见2017-002、2017-007、2017-009号公告。 

报告期内，“奋斗者2号”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处分其部分到期权利，股数合计213,300股。截止报告期末，“奋斗者2号”

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并终止，后续将进行相关资产清算和分配工作，详见2021-001号公告。 

3、“奋斗者3号”员工持股计划 

2018年1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杰瑞股份“奋斗者3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18年2月1日，公司完成“奋斗者3号”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合计3,800,000股。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为经

认定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合计不超过

495人；其中王继丽认购2.6万股，李雪峰认购1.5万股，李志勇认购2.2万股。资金来源系公司控股股东借款；由公司自行管

理。详见2018-003、2018-007、2018-009号公告。 

报告期内，“奋斗者3号”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未处分其权利。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奋斗者3号”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中

共有1,365,9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14%。 

4、“奋斗者4号”员工持股计划 

2019年1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杰瑞股份“奋斗者4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19年2月1日，公司完成“奋斗者4号”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合计3,400,000股。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为经

认定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合计不超过

660人；其中王继丽认购2.81万股，李雪峰认购1.78万股，李志勇认购2.81万股，张志刚认购1.78万股，胡文国认购1.78万

股，吴艳认购0.56万股。资金来源系为员工自筹资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借款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由公司自行管理。详见2019-003、2019-008、2019-010号公告。 

报告期内，“奋斗者4号”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未处分其权利。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奋斗者4号”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中

共有1,686,3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18%。 

5、“奋斗者5号”员工持股计划 

2020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杰瑞股份“奋斗者5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20年3月2日，公司完成“奋斗者5号”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合计2,000,000股。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为经

认定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任职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合计不超过

730人；其中王继丽认购1万股，李雪峰认购1万股，李志勇认购1万股，张志刚认购1万股。资金来源系为员工自筹资金、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借款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由公司自行管理。详见2020-003、2020-008、2020-018

号公告。 

报告期内，“奋斗者5号”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未处分其权利。截止报告期末，“奋斗者5号”员工持股计划账户中共有

2,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21%。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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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

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02178.HK 百勤油服 28,030,199.38 

公允价

值计量 
3,636,196.27 60,685.47 -24,364,129.77   60,685.47 3,726,755.0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POS.L PLEXUS 77,555,749.43 

公允价

值计量 
6,544,430.91 316,431.65 -70,694,886.87    6,860,862.56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2178.HK 百勤油服 18,739,617.57 

公允价

值计量 
1,225,698.22 20,456.05 -17,503,849.57   20,456.05 1,256,224.0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1251.HK 华油能源 9,503,737.11 

公允价

值计量 
1,086,987.01 267,721.66 -8,402,345.29   267,721.66 1,369,113.4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133,829,303.49 -- 12,493,312.41 665,294.83 -120,965,211.50 0.00 0.00 348,863.18 13,212,955.17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2015 年 01 月 21 日 

2015 年 07 月 02 日 

2015 年 09 月 25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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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

占公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比例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浙商银行

烟台分行 

非关

联 
否 

卖出看

涨期权 
1,971.39 2020 年 02 月 26 日 2021 年 02 月 26 日 1,971.39 0 1,971.39  0 0.00% 9.6 

浙商银行

烟台分行 

非关

联 
否 

卖出看

涨期权 
4,599.91 2020 年 03 月 09 日 2021 年 03 月 09 日 4,599.91 0 4,599.91  0 0.00% 22.4 

工商银行 
非关

联 
否 

远期外

汇交易 
1,971.39 2021 年 02 月 09 日 2021 年 02 月 18 日 1,971.39 1,971.39 1,971.39  0 0.00% 0.29 

浙商银行

烟台分行 

非关

联 
否 

远期外

汇交易 
213.31 2021 年 01 月 08 日 2021 年 03 月 05 日 213.31 213.31 213.31  0 0.00% -2.72 

合计 8,756 -- -- 8,756 2,184.7 8,756  0 0.00% 29.57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20 年 04 月 10 日 

2021 年 04 月 09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20 年 05 月 09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

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等）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

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或利率风险为目的。但是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在汇率或利率行情走势与公司预期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汇率或利率后支出的成本支出可能

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潜在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

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客户或供应商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或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后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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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公司现金流量情况，从而可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已操作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期限或数额无法完全匹配，从而导致公司损失；4、付

款、回款预测风险：公司采购部通常根据采购订单、出口销售业务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付款、回款预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供应商或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已操作的外汇套期保值延期交割风险； 5、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

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二）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不进行单纯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或利率风险为目的。制度就公司业务操作原则、审

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

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切实有效。 2、公司资金部、财务部、审计部及采购管理部、出口销售业务部门、投资

部门作为相关责任部门均有清晰的管理定位和职责，并且责任落实到人，通过分级管理，从根本上杜绝了单人或单独部门操作的风险，在有效

地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也提高了对风险的应对速度。 3、公司仅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商业银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密切跟踪相关领域的法

律法规，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4、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必须基于公司出口项下的外币收款预测及进口项下的外币付款预测，或者

外币银行借款或者可能的对外投资/并购外汇付款。交易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外币收款或外币付款预测金额，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实物交割

的交割期间需与公司预测的外币收款时间或外币付款时间相匹配，或者与对应的外币银行借款的兑付期限相匹配。 5、在具体操作层面，在选

择套期保值业务产品种类时，考虑设定应对到期违约方案，尽量选择违约风险低/风险可控的产品；在设定操作金额时，只对部分金额进行操作；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操作后，需要关注市场情况变动，如发生到期违约、或在执行期间发生不可逆转反向变动，则需要上报审批，并采取及时有

效的止损和补救措施。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

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

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章“公允价值确定”进行确认计量，公允价值基本参照银行定价，企业每月均

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

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动。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

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经核实，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是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的不良影响。同时，公司建立了相应的内控

制度、风险机制和监管机制,制定了合理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我们认为，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且制

定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及风险管理机制；2021 年的额度与公司年度预算目标相匹配；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注：美元汇率以 3 月末重估汇率 6.5713 折算；欧元汇率以 3 月末重估汇率 7.7028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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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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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4,315 1,750 0 

合计 24,315 1,7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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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

类型 

产品

类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资金投

向 

报酬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报告期损

益实际收

回情况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经

过法定

程序 

未来是

否还有

委托理

财计划 

事项概述

及相关查

询索引

（如有） 

光大

银行 
银行 

保本

型 
20,000 

自有

资金 

2020 年 02

月 17 日 

2021 年 02

月 17 日 

银行理

财产品 

到期一次

性支付 
3.65%  114.67 

已全部入

账 
 是 是 

巨潮资讯

网 

合计 20,000 -- -- -- -- -- -- 0 114.67 -- 0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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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1 年 01 月

06 日 
集团总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基金；红塔证券 

公司基本情

况介绍及投

资者问答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

关系信息《杰瑞股

份：2021 年 1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21 年 01 月

20 日 
集团总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泰信基金；凯丰投资；长江

证券 

公司基本情

况介绍及投

资者问答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

关系信息《杰瑞股

份：2021 年 1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21 年 02 月

19 日 

线上电话

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中信建投；南方基金；中国

人寿养老保险；宏利资管香

港；三井住友；群益投信；

浦银安盛；中意资产；国华

人寿；上海翀云投资；源乘

投资；中信证券；凯石基金；

工银安盛；挚信资本；华泰

柏瑞；TCL；财通证券；友

邦保险；诺安基金；惠升基

金；兴证全球基金；天弘基

金；中金资管；中海基金；

中银基金；中信银行；中国

人寿资产；上海世诚投资；

银河证券；青骊投资管理；

通用技术投资；上海名禹资

管；平安大华基金；建信保

险资管；幻方量化；竣弘投

资；鹏华基金；广银理财；

华安基金；中控技术；长信

基金；广发基金；则石投资；

安信证券；南方天辰（北

京）；北京鸿道投资；中国

人保资产；博道基金；上海

申九资管；国投瑞银基金；

国泰基金；长信基金；金鹰

基金；华商基金；泓澄投资；

公司基本情

况介绍及投

资者问答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

关系信息《杰瑞股

份：2021 年 2 月 19

日-2 月 20 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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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资产管理；中信保诚资

管；进化论资管；幸福人保；

宁波神通能源；西部利得基

金；银华基金；钢泉资产 

2021 年 02 月

20 日 

线上电话

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红塔证券；长城基金 

公司基本情

况介绍及投

资者问答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

关系信息《杰瑞股

份：2021 年 2 月 19

日-2 月 20 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1 年 02 月

22 日 

线上电话

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长江证券；富国基金；南方

基金； 嘉实基金；摩根士

丹利华鑫；国海富兰克林基

金；诺安基金；华夏未来；

国寿养老；善渊投资；宁波

银行；平安基金；名禹资产；

天弘基金；永安期货资管；

前海太行；仁桥资产；国融

证券；源乘投资；百创资本；

广发资管；国投瑞银；睿郡

兴聚；银河自营；幻方量化；

广发基金；凯石基金；九泰

基金；兴银基金；世诚投资；

兴银基金；弘尚资产；鹏华

基金；华泰柏瑞；塔基投资；

中银理财；海通自营；中意

资产；友邦；国都证券；华

融证券；国海资管；德邦资

管；太平资产；厚方投资；

中信保诚基金；誉辉资本；

国信证券；泰信基金；中信

建投资管；睿扬投资；浦发

银行；国寿资管；宝盈基金；

长盛基金；长江自营；青骊

投资；丰岭资本；山石基金；

巴沃资产；成泉资本；顺时

国际；工银瑞信；玖鹏资产；

盈丰资产；三峡资本；广汇

缘；玄卜投资；必升投资；

辰阳投资；建信信托；人保

基金；相聚资本；兴银理财；

国泰元鑫资产；金友创智资

产；首创证券；上海自营；

公司基本情

况介绍及投

资者问答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

关系信息《杰瑞股

份：2021 年 2 月 22

日-2 月 23 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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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投资；泓澄投资；兴业

基金；敦和资产；晨燕资产；

招商自营；粤开证券；中天

证券；观富资产；亘曦资产；

固禾资产；鹏扬基金；中加

基金；百济；鼎萨投资；创

金合信；金鹰基金；天安人

寿；国新投资；易鑫安；英

大保险资管；华泰资产；融

通基金；西部利得基金；中

银基金；广发银行；万家基

金；保银投资 

2021 年 02 月

23 日 

线上电话

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中银国际；前海联合；华富

基金；上海世诚投资；交银

施罗德基金；仁桥资产；国

寿资产；兴全基金；天弘基

金；民生加银基金；银华基

金；招商基金；未来资产；

深圳望正资产；中银资管；

东海基金；中海基金；南方

基金；兴业证券；国泰基金；

路博迈投资；富国基金；

Green Court Capital 

公司基本情

况介绍及投

资者问答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

关系信息《杰瑞股

份：2021 年 2 月 22

日-2 月 23 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1 年 02 月

24 日 
集团总部 实地调研 机构 

立心资产；华能贵诚信托；

广发证券 

公司基本情

况介绍及投

资者问答 

巨潮资讯网投资者

关系信息《杰瑞股

份：2021 年 2 月 2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董事长：王坤晓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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