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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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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报告。 

1.3  公司董事长武勇、总经理胡酃酃、总会计师罗新鹏及财务部长刘启义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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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67,346,357 36,780,451,862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124,745,820 28,192,839,25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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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91,924) 392,515,633 (1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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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3,764,612 3,767,511,446 1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72,207) (462,07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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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83,062) (462,654,3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1.6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 (0.06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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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833,2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09,9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7,411 

所得税影响额 6,773 

合计 310,855 

注：非经常性损失以负数列示。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2,11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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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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2,629,451,300 37.12 - 无 -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1,538,497,803 21.72 - 未知 - 境外法人 

林乃刚 124,000,000 1.75 -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李伟 32,000,001 0.45 -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9,338,189 0.41 - 未知 - 国有法人 

李海宏 28,541,961 0.40 -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101,600 0.40 - 未知 -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814,300 0.38 - 未知 -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36,800 0.37 - 未知 -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4,907,300 0.35 -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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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2,629,45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9,451,3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1,538,497,803 
人民币普通股 121,383,504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17,114,299 

林乃刚 1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00,000 

李伟 32,0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1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9,338,189 人民币普通股 29,338,189 

李海宏 28,541,961 人民币普通股 28,541,961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1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01,6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8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14,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36,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4,90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0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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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持有公司 A 股 121,383,504 股和 H 股 

1,417,114,299 股，乃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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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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 项目名称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

度(%) 
主要原因分析 

(1) 信用减值损失 (42,504,173) - 100.00 

根据铁路运输企业规定的预计信用

损失率重新测算，转回以前年度计

提的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2)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3,372,207) (462,072,653) 不适用 

因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报告期内公司客货运量均有所

恢复，公司营业收入随之增加所致。 

现金流

量表 
项目名称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

度(%) 
主要原因分析 

(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8,591,924) 392,515,633 (183.71) 

支付上年度末尚未支付的应付工程

及设备款、物资采购款，以及延缓

缴纳的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补充养老保险费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3,615,679) (352,228,216) 不适用 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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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武勇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