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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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钱雪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艾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艾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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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026,329.41 1,775,757,246.28 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01,854,902.01 1,099,032,697.31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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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7,666.56 -86,997,3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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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19,715.67 61,420,593.84 11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37,380.21 -2,473,1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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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855.19 -7,477,233.0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5 -0.23 增加 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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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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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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237.32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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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78,3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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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297,039.57  

合计 1,686,5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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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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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雪林 110,722,000 36.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雪根 80,178,000 26.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余丽妹 15,050,000 4.9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铼根 6,675,000 2.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华敏 1,699,0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孔庆梅 1,576,400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来定 1,446,500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巍 1,113,80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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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观凤 1,103,200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栋民 850,000 0.2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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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雪林 110,7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722,000 

钱雪根 80,1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178,000 

余丽妹 15,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50,000 

王铼根 6,6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75,000 

杨华敏 1,6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9,000 

孔庆梅 1,57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6,400 

杨来定 1,44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6,500 

叶巍 1,1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800 

丁观凤 1,10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3,200 

潘栋民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钱雪林先生与钱雪根先生是兄弟，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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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5,477,242.49 4,194,347.17 30.59% 

主要系公司本期承兑汇

票方式收款增加，尚未

背书支付所致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 2020年借款在本

期归还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61,374.60 8,389,955.54 -80.20% 

主要系公司上年年终奖

年终计提，本期支付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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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8,669,075.83 15,536,771.59 -44.20% 

主要系本期缴纳了上年

度计提的企业所得税，

致使应交税费余额减少

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1-3月） （1-3月） 

营业收入 130,519,715.67 61,420,593.84 112.50% 

主要系 2020年一季度受

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下降所致 

营业总成本 131,142,757.42 69,696,717.49 88.16%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对应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00,341,789.94 48,609,051.83 106.43%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对应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618,581.56 451,695.00 36.95% 
主要系本期交纳的增值

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3,857,915.12 7,653,229.63 81.07% 
主要系业务代理费增加

所致 

研发费用 6,080,689.16 3,301,893.40 84.16%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

加及 2020年同期疫情

影响有效工作日减少所

致 

财务费用 -1,201,586.95 -189,217.0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

息收入较多所致 

其中：利息费用 22,837.5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较 2020 年

同期增加 1500 万借款

产生的利息费用所致 

利息收入 1,353,301.59 559,032.00 142.08%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

息收入较多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270,313.86 -100.0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未

到期未赎回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1,035,985.40 -118,309.0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70,656.5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未处置固定

资产，2020 年同期处置

一辆汽车所致 

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1,935,292.11 -5,179,475.39 不适用 

主要系 2020年一季度受

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下降，本期恢复正常

经营，利润回升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2,343.09 2,979,839.93 -83.14%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政

府补贴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015.82 360,685.47 -98.89% 主要系 2020 年同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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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支出所致 

利润总额（亏损

总额以“－”号

填列） 

2,433,619.38 -2,560,320.93 不适用 

主要系 2020年一季度受

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下降，本期恢复正常

经营，利润回升所致 

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2,501,917.56 -2,473,133.37 不适用 

主要系 2020年一季度受

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下降，本期恢复正常

经营，利润回升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6,624.49 15,778.83 -58.02% 

主要系子公司佳升国际

发展有限公司外币财务

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6,624.49 15,778.83 -58.02% 

主要系子公司佳升国际

发展有限公司外币财务

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

且股本总数不变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

且股本总数不变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1-3月） （1-3月）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206,585,496.48 80,302,549.96 157.26% 

主要本期销售收入比

2020 年同期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04,907.33 304,807.01 295.3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江苏

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进

项留底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7,603,057.18 11,759,025.69 49.70% 

主要系投标款、履约保

证金较上期转回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225,393,460.99 92,366,382.66 144.02% 

主要本期销售收入比上

期增加和保证金较上期

转回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199,229,678.54 135,140,470.07 47.42%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对应增加导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8,233,533.32 19,129,385.97 47.59% 

主要系本期支付投标

款、履约保证金较上期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255,411,127.55 179,363,740.60 42.40% 

主要系本期支付投标

款、履约保证金较上期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017,666.56 -86,997,357.94 不适用 

主要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100,3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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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到期未赎回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1,270,313.86 -100.0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未

到期未赎回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99,5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处置固定

资产，2020 年同期处置

一辆汽车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01,669,813.86 -100.0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未

到期未赎回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2,563,935.25 28,293,013.86 -55.59% 
主要系本期支付固定资

产、工程款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217,5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没有投资支

出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2,563,935.25 43,510,513.86 -71.12% 

主要系本期支付固定资

产、工程款减少和本期

没有投资支出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563,935.25 58,159,300.00 -121.6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未

到期未赎回以致无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49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绍兴

梅轮加装电梯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出资所致 

其中：子公司吸

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49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绍兴

梅轮加装电梯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出资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49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绍兴

梅轮加装电梯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出资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5,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

上期无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000,000.00 490,000.00 -3161.22%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

上期无借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6,624.49 15,778.83 -58.02%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汇率

变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73,675,865.22 97,172,300.45 78.73% 

主要系理财到期未重新

购买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16,100,887.90 68,840,021.34 68.65% 

主要系理财到期未重新

购买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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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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雪林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