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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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宫长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琴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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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68,857,362.88

88,201,393.68

204.82%

937,273.26

-24,968,365.32

103.75%

497,485.88

-23,541,557.09

102.11%

-25,760,417.94

-4,902,721.84

-425.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0.0497

102.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0.0497

10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1.98%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2,114,172,409.75

1,634,341,240.25

2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1,588,373.55

1,293,642,845.54

38.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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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16,4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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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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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
1,405,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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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损益

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87,812.15
297,226.86
15,180.44
439,78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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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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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10,321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亿丰控股集团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00,000

境外法人

102,392,000

钱芳

境内自然人

100,000,000

任欣

境内自然人

6,999,990

黄健

境内自然人

4,112,134

潘雪康

境内自然人

4,039,122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3,200

陈笑笑

境内自然人

1,823,578

陈剑平

境内自然人

1,776,400

沈玲

境内自然人

1,200,303

有限公司
罗普斯金控股有
限公司

苏汽集团有限公
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150,000,000 质押

数量
207,000,000

75,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

102,3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钱芳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任欣

6,999,990 人民币普通股

黄健

4,112,134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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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雪康

4,039,122 人民币普通股

苏汽集团有限公司

2,813,2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笑笑

1,823,578 人民币普通股

陈剑平

1,776,400 人民币普通股

沈玲

1,200,303 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前三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说明

注：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中，1.5 亿股限售 36 个月，剩余 1.5 亿股自
愿锁定 18 个月，锁定起始日为 2021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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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538,412,431.05

36,008,302.82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1395.25% 主要系本期收到中亿丰控股投资款4.9861亿
元，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182,750.60

10,151,998.60

11,679,537.27

8,714,440.08

其他流动资产

6,608,957.43

3,258,062.12

在建工程

9,235,062.54

4,922,225.09

使用权资产

2,656,882.02

其他应收款

-48.95%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到期托收所致；
34.03% 主要系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102.85% 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留底增加所致；
87.62% 主要系厂区升级改造及生产设备改造所致；
100.00%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应付账款

70,540,030.88

116,360,002.50

-39.38% 主要系支付采购款所致；

合同负债

39,628,499.62

27,850,895.52

应付职工薪酬

10,688,103.47

21,739,561.84

-50.84% 主要系支付上年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8,033,082.27

5,216,510.95

53.99%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1,723,325.70

42.29% 主要系收到客户订单预付款所致；

100.00% 主要系确认一年内应付的租赁款所致；

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3,145,057.40

3,945,191.51

233.19% 主要系已背书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租赁负债

656,397.29

预计负债

3,774,054.03

2,589,703.59

652,603,600.00

502,603,600.00

股本

100.00% 主要系2021年1月1日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45.73% 主要系工程施工质量保证金增加所致；
29.84% 主要系本期收到中亿丰控股认购定增1.5亿股
票款所致；

资本公积

801,707,296.34

454,386,541.61

76.44% 主要系本期确认中亿丰控股认购定增1.5亿股
溢价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4,166.66

208,333.32

-150.00% 主要系确认本期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
268,857,362.88

上期发生额
88,201,393.68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204.82% 主要系通过去年半年的调整，铝型材、铝棒业
务及材料销售增长，及本期增加了智能工程施
工业务所致；

营业成本

241,208,925.31

90,515,175.56

166.48%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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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1,640,326.90

1,166,315.79

40.64%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所
致；

研发费用

5,839,823.67

1,367,205.58

327.14% 主要系本期增加了智能化楼宇安防领域的研
发及铝合金门窗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69.12%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238,062.82

770,895.31

1,167,037.39

2,532,504.13

-53.92%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减少所致；

-34,871.06

70,539.26

-149.43%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计提减少所致；

209,572.24

-3,031,867.76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106.91% 主要系因原材料铝锭价格上涨，冲回存货减值

号填列）

损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77,863.84

-438,101.75

726,407.72

5,020,664.19

2,449,509.34

-26,245,913.18

82.23%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号填列）
营业外支出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85.53% 主要系上期进行公益性疫情捐赠所致；
109.33% 主要系新股东的进入对经营进行了调整，加上

填列）

本期疫情有所缓和，铝型材、铝棒业务及材料
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并购中亿丰科技增加了
智能工程施工业务对公司业绩产生正向影响，
业绩整体提升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发生额
-25,760,417.94

上期发生额
-4,902,721.84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425.43% 主要系本期工程销售增加，导致应收
账增加，及本期支付上年采购应付款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3,538,659.78

-88,191,731.05

493.64% 主要系本期收到中亿丰控股投资款
4.9861亿元，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930,754.73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到中亿丰控股投资款
4.9861亿元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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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原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76,596,160 股股份转让给钱芳女士并于2021年1
月7日完成过户手续，转让后公司原第二大股东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新控股股东，具体内容
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11月26日、2021月年1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孙公司苏州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变更公司名称为苏州因诺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并增加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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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公司向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1.5亿股新股事项办理完毕，新增股份于2021
年3月4日上市并锁定36个月，同时中亿丰控股自愿将前期协议受让的1.5亿股份锁定18个月，具体情况请参
阅公司于2021月年3月3日、2021年3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4、报告期内公司聘任了三位副总经理，具体情况请参阅公司于2021月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09 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3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1 年 03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告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亿丰罗普

上市保荐书
关于控股股东自愿锁定公司股份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3 月 24 日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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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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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
证券品 证券代 证券简 最初投 会计计 期初账 允价值
种

码

称

资成本 量模式 面价值 变动损
益

境内外
股票

603828 柯利达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本期购 本期出 报告期 期末账 会计核 资金来
买金额 售金额

损益

面价值 算科目

源

动
其他权

29,999, 公允价

30,277,

-104,16

998.08 值计量

775.84

6.66

-312,49 29,861,
9.98

109.20

益工具
投资

自有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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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99,

合计

998.08

--

30,277,
775.84

0.00

-104,16
6.66

0.00

0.00

-312,49 29,861,
9.98

109.2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9月2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81号文《关于核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公司向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1.5亿股股票，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5,500,000.00 元。
2021年2月4日，公司收到中亿丰控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款4.9861亿元（扣减承销、保荐费用），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请参阅公司于2021年3月3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2021年2月22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4.9861亿元转入一般结算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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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24.1

53,724.1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013.86

0

0

68,137.96

53,724.1

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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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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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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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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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