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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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熊柏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彩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路花

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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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2,176,421.51 4,262,151,668.74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327,961,073.85  3,250,724,910.71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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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533,652.66 -479,656,0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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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4,500,187.68 2,223,972,031.19 6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1,512,691.32 6,810,602.35 80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7,118,361.07 -444,196.8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87 0.22 增加 1.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008 77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008 77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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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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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4,162.2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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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9,506.7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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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72.6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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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75,002.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3,024,383.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9,003.57  

所得税影响额 -266,888.76  

合计 14,394,3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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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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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280,098,368 33.09 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

司－粤财信托·粤中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457,400 2.06 0 未知  未知 

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

限公司 
13,340,000 1.58 0 未知  国有法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联安中证

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

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9,571,700 1.13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 CES半导体芯

片行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495,100 0.77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中证申

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4,143,699 0.49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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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瑞中

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3,446,300 0.41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202,205 0.38 0 未知  未知 

李建华 2,748,500 0.32 0 未知  未知 

张育智 2,150,000 0.25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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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80,09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80,098,368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

托·粤中 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45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57,400 

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13,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4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

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571,700 人民币普通股 9,571,7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CES半

导体芯片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6,4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6,495,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

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4,143,699 人民币普通股 4,143,69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3,44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6,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02,205 人民币普通股 3,202,205 

李建华 2,74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8,500 

张育智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不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

关系，也不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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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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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增减比例

（%） 
原因 

货币资金 195,317,116.12 738,591,325.67 -73.56 
主要是购买原材料等经

营性支出增加 

应收票据 109,178,878.04 161,399,466.44 -32.35 

主要是应收票据到期承

兑、背书转让及贴现所

致 

应收账款 679,837,427.71 291,986,092.37 132.83 
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且国

内客户回款期较长 

应收款项融资 90,401,564.90 135,430,240.52 -33.25 
本期业务往来使用票据

结算减少 

预付款项 355,396,883.34 109,045,378.72 225.92 
公司采购原材料的跨期

未结算款项增加 

存货 1,349,180,961.08 813,574,801.55 65.83 公司原材料备货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1,910,435.32 8,041,678.99 48.11 
本期增加了厂房改造费

用摊销 

其他非流动资

产 
79,662,061.03 44,970,261.57 77.14 

主要本期采购设备款增

加 

短期借款 156,813,630.00    本期取得了银行借款 

应付账款 357,667,211.86 97,981,509.76 265.04 
本期采购原材料增加及

未到付款期 

合同负债 92,465,367.90 55,580,760.77 66.36 本期预收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24,870,313.79 38,745,166.71 -35.81 
主要是本期缴纳期初增

值税、所得税等 

其他流动负债 11,507,956.16 6,771,672.12 69.94 
主要是预收款项待转销

项税额增加 

库存股 14,411,899.60 29,460,763.92 -51.08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3.1.2 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增减比例

（%） 
原因 

营业收入 3,644,500,187.68 2,223,972,031.19 63.87 
主要是公司各类产品业

务收入均增幅较大 

营业成本 3,483,737,328.04 2,150,289,204.90 62.01 

主要是随营业收入增加

相应的增加营业成本，

另一方面，受市场因素

影响，产品利润率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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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营业成本的增长

低于营业收入的增长。 

税金及附加 5,437,453.14 3,321,735.73 63.69 

主要是印花税、房产税、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增

加 

管理费用 38,559,075.01 28,882,911.44 33.50 

主要是去年同期社保费

用减免，本期应付职工

薪酬也同比增加 

研发费用 32,707,489.49 21,699,427.14 50.73 
主要是公司增加了研发

投入 

财务费用 7,750,500.87 2,304,002.52 236.39 

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以

及本期票据贴现利息增

加 

投资收益 11,880,101.19 5,077,616.37 133.97 
主要是本期处置子公司

导致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502,875.42 -100.00 本期无此业务 

信用减值损失 -94,867.05 -1,545,446.12 -93.86 
本期应收款项坏帐计提

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253,405.34 23,893.81 960.55 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551,936.93 15,899.51 3,371.41 本期公司报废设备导致 

所得税费用 14,325,935.92 3,538,750.96 304.83 本期利润总额大幅增加 

3.1.3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增减比

例（%） 
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3,694,185,208.65 2,389,210,363.71 54.62 

主要是公司销售业务增

长较快，销售回款信用

期较长、采购备货增加、

支付的税费及职工薪酬

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9,892,422.25 2,899,415.35 241.19 本期收到出口退税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6,519,385.18 2,891,909.40 471.23 

主要是收到纵向科研经

费和往来款有所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4,355,611,114.70 2,745,044,831.11 58.67 

原材料采购等业务随营

业收入同比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904,481.81 28,240,512.45 37.76 
本期支付所得税、增值

税等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2,643,538.54 4,380,119.63 -39.65 公司理财收益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3,945,597.32  30.00 上年同期无此业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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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34,579,936.22  30.00 上年同期无此业务发生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8,341,944.18 25,723,140.91 49.06 本期基建项目支出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35,000,000.00 -100.00 本期无此业务 

取得借款所收到

的现金 
174,004,392.11 20,000,000.00 770.02 本期收到银行借款增加 

偿还债务所支付

的现金 
41,690,762.11 4,500,000.00 826.46 本期偿还到期债务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5,329,790.58 1,906,500.01 179.56 
本期新增合并公司支付

借款利息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51,994.33 547,630.24 -35.72 

本期限制性股票注销款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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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熊柏青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