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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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朝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秋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晓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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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743,350.31 3,909,352,268.37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96,970,722.93 3,229,581,436.2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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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97,118.09 -45,687,2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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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33,315.28 61,323,743.99 1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87,304.48 -28,310,283.5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98,959.99 -33,767,167.5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0.8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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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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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567.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515.5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958,418.25  

合计 5,411,6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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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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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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2,014,755 30.79 0 无 0 国有法人 

汪燕 7,425,507 0.61 0 无 0 其他 

窦真将 3,067,360 0.25 0 无 0 其他 

俞亚杰 2,850,000 0.24 0 无 0 其他 

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 2,641,153 0.22 0 无 0 国有法人 

金洁 2,400,000 0.20 0 无 0 其他 

贾军新 2,320,026 0.19 0 无 0 其他 

郭成良 2,300,000 0.19 0 无 0 其他 

谭善明 1,959,704 0.16 0 无 0 其他 

辜汉艺 1,808,000 0.1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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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2,014,755 人民币普通股 372,014,755 

汪燕 7,425,507 人民币普通股 7,425,507 

窦真将 3,067,360 人民币普通股 3,067,360 

俞亚杰 2,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0,000 

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 2,641,153 人民币普通股 2,641,153 

金洁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贾军新 2,320,026 人民币普通股 2,320,026 

郭成良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谭善明 1,959,704 人民币普通股 1,959,704 

辜汉艺 1,8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和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同为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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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期末余额 增减比例（%） 原因 

应收账款 144,418,307.25 225,564,857.34 -35.97 主要是应收货款到期收回。 

应付票据 187,671,681.21 275,083,315.25 -31.78 主要是票据到期解付。 

应交税费 5,376,316.85 18,175,501.40 -70.42 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减少。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129,633,315.28 61,323,743.99 111.39 主要是产品销量增加。 

营业成本 130,884,981.62 65,620,756.37 99.46 主要是产品销量增加。 

税金及附加 986,078.92 549,225.64 79.54 主要是土地使用税增加。 

研发费用 10,058,989.66 4,769,156.77 110.92 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 

其他收益 1,661,449.72 1,187,747.21 39.88 
主要是本期递延收益摊销

的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收入 145,205.00 926,898.84 -84.33 
主要是本期计入营业外收

入的政府补助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655,313.48 8,989,934.75 -81.59 

主要是本期实际收到

的政府补助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669,406.08 5,564,938.92 217.51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增

值税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6,017,004.75 25,819,960.65 -76.70 
主要是上期项目建设

投入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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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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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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朝宏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