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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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欣雨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国权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刘义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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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7,520,504.38 3,076,140,112.66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8,961,418.68 2,108,139,845.9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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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35,914.44 -124,534,469.58 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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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151,279.31 546,809,024.90 6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39,417.15 -2,804,432.52 1,19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744,492.50 -3,287,240.63 1,004.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0.14 增加 1.5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0031 1,203.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2 -0.0031 1,203.23 

 

 

 

 

 

 

 

 



大西洋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ATLANTIC CHINA WELDING CONSUMABLES,IN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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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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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322.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75,0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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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10.36  

所得税影响额 -238,363.08  

合计 994,9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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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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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9,554,399 33.37 0 质押 50,000,000 国有法人 

李克力 21,703,208 2.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伦芬 5,350,907 0.6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卢胜敢 3,747,945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民 3,670,225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红升 3,250,084 0.3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波 3,058,450 0.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睿 2,716,200 0.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蔡文珠 2,558,000 0.28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林 2,258,600 0.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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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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9,554,399 人民币普通股 299,554,399 

李克力 21,703,208 人民币普通股 21,703,208 

杨伦芬 5,350,907 人民币普通股 5,350,907 

卢胜敢 3,747,945 人民币普通股 3,747,945 

周民 3,670,225 人民币普通股 3,670,225 

张红升 3,250,084 人民币普通股 3,250,084 

杨波 3,058,450 人民币普通股 3,058,450 

赵睿 2,7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6,200 

蔡文珠 2,5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8,000 

王林 2,2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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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资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年初余额/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应收账款 364,193,990.91 123,481,896.51 194.94 

应收款项融资 134,174,177.74 193,686,390.47 -30.73 

在建工程 46,691,383.16 30,906,369.13 51.07 

应交税费 32,649,445.60 15,677,447.73 108.26 

营业收入 904,151,279.31 546,809,024.90 65.35 

营业成本 787,281,639.91 481,218,521.85 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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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4,520,896.34 3,207,285.84 40.96 

销售费用 10,099,918.45 16,684,452.99 -39.47 

其他收益 1,205,322.38 880,393.99 36.91 

投资收益 3,362,815.67 343,969.06 877.65 

营业利润 48,075,175.11 -2,871,623.16 1,774.15 

营业外收入 265,809.26 14,751.17 1,701.95 

利润总额 48,150,250.82 -3,061,007.13 1,673.02 

所得税费用 9,409,846.40 1,279,862.88 635.22 

净利润 38,740,404.42 -4,340,870.01 99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135,914.44 -124,534,469.58 38.06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668,020.41 -5,973,645.84 -95.32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664,218.47 -20,704,442.09 238.44 

 

 

（1）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长194.94%，主要是公司实行垫底赊销政策，季度末应收货款增加

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期末较期初下降30.73%，主要是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长51.07%，主要是本期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4）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增长108.26%，主要是本期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5）营业收入：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65.35%，主要是本期销量增加（去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以

及价格上涨所致。 

（6）营业成本：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63.60%，主要是本期销量增加以及单位成本上涨所致。 

（7）税金及附加：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40.96%，主要是本期增值税增加导致附税增加所致。 

（8）销售费用：本期较去年同期下降39.47%，主要是本期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所致。 

（9）其他收益：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36.91%，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10）投资收益：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877.65%，主要是本期联营企业利润增长所致。 

（11）营业利润：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1,774.15%，主要是本期毛利额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收入：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1,701.95%，主要是本期其他收入增加所致。 

（13）利润总额：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1,673.02%，主要是本期毛利额增加所致。 

（14）所得税费用：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635.22%，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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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净利润：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992.46%，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38.06%，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货款增加

大于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去年同期下降95.32%，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238.44%，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增加及

偿还债务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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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欣雨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