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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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鹿成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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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11,983,601.81 336,066,234.75 8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731,017.46 40,779,551.82 17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8,275,773.03 40,808,042.34 16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895,449.44 4,826,687.03 1,389.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2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2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 1.83% 2.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420,690,150.44 3,304,349,944.17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5,236,292.05 2,377,586,185.08 4.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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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13.49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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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332.50 

主要系高新技术企业补助、新旧

动能转换补助、节能工程项目补

助、项目研发专项经费补助等计

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4,041.74 主要是公司供应商扣款等影响。 

减：所得税影响额 939,616.32  

合计 5,455,24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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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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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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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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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8.14% 101,780,730 0   

鹿成滨 境内自然人 13.55% 48,997,137 36,747,853   

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产经营

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1% 14,129,697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84% 6,641,81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1% 6,199,252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

睿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0% 6,154,293 0   

UBS   AG 境外法人 1.57% 5,695,478 0   

亓瑛 境内自然人 1.48% 5,358,215 0   

盛新太 境内自然人 1.08% 3,900,620 0   

任德凤 境内自然人 1.01% 3,642,48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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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 101,780,73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80,730 

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14,129,697 人民币普通股 14,129,697 

鹿成滨 12,249,284 人民币普通股 12,249,2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

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41,818 人民币普通股 6,641,81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新锐

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99,252 人民币普通股 6,199,25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景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54,293 人民币普通股 6,154,293 

UBS   AG 5,695,478 人民币普通股 5,695,478 

亓瑛 5,358,215 人民币普通股 5,358,215 

盛新太 3,900,62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620 

任德凤 3,642,489 人民币普通股 3,642,4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鹿成滨与任德凤系夫妻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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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加6,183,431.13元，增长35.61%,主要是报告期末员工借款及

备用金增加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317,810.56元，增长121.27%,主要是报告期末增值税留

抵税额增加所致。 

3、使用权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75,395,131.48元，增长100%,原因是按照新租赁准则确认

公司生产厂房租赁使用权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2,695,068.78元，增长109.72%,主要是报告期末预付

设备采购款增加所致。 

5、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减少23,298,877.16元，降低38.90%,主要是报告期末应交企业所得

税减少所致。 

6、长期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增加70,957,119.12元，增长100%,原因是按照新租赁准则确认

应付生产厂房租赁费用所致。 

7、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期末增加1,600,655.02元，增长35.82%,主要是报告期应收款项融

资公允价值回升所致。 

8、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275,917,367.06元，同比增长82.10%,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销

售量增加所致。 

9、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168,430,267.12元，同比增长77.95%,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销

售量增加所致。 

10、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1,659,827.61元，同比增长38.91%,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业

务增加所致。 

11、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8,226,166.64元，同比增长124.2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研

发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12、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61,818.95元，同比降低45.9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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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入及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13、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739,881.60元，同比增长697.11%,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应收增

值税退税收入增加所致。 

14、信用减值损失转回较上年同期增加1,144,597.69元，同比增长1506.31%,主要是报告期

内商业承兑到期收回，信用减值损失转回所致。 

1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2,450,768.26元，同比增长100%,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16、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6,977.75元，同比降低100%,主要是报告期内固定资产

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1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4,322,763.10元，同比增长209.40%,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

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2,004,719.61元，同比降低95.5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益性

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19、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2,209,071.37元，同比增长265.85%,主要是报告期内实现

的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20、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72,951,465.64元，同比增长178.89%,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销售

量增加，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21、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600,655.02元，同比增长100.00%，主要

是报告期应收款项融资公允价值回升所致。 

22、综合收益总额上年同期增加74,552,120.66 元，同比增长182.82,%，主要是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增长所致。 

23、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67,140,197.50元，同比增长80.18%,

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销售量增加，收入增长，收到的货款增加以及收回到期商业承兑增加所

致。 

24、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1,354,720.69元，同比增长100%,主要是报告期内收

到的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25、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46,719,028.22元，同比增长72.65%,

主要是报告期内生产量增加，采购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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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22,644,191.87元，同比增长38.38%,主要是报告期内

支付的所得税增加所致。 

2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7,068,762.41元，同比增长1389.54%,

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销售量增加，收入增长，收到的货款增加以及收回到期商业承兑增加所

致。 

28、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7,300.00

元，同比增长100%,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9、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7,523,528.68

元，同比增长124.94%,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设备采购款增加所致。 

3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7,486,228.68元，同比降低124.77%,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设备采购款增加所致。 

31、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66,858.98元，同比降低60.80%,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短期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3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6,858.98元，同比增长60.80%,主要是

报告期支付的短期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33、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342,596.91元，同比增长140.60%,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3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9,991,989.62元，同比增长234.30%,主要

是报告期内产品销售量增加，收入增长，收到的货款增加以及收回到期商业承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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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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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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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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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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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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20,201.80 -- 26,143.50 11,883.41 增长 70.00% -- 12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 0.72 0.33 增长 69.70% -- 118.18% 

业绩预告的说明 受产品销售数量增加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业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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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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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

间 

接待

地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

本情况索

引 

2021 年

02月 04

日 

电话

会议 

电话沟

通 
机构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李华

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苏绪盛；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谷航； 中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袁维德；银华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王翔；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逸

翔；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舫朝；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陈文；上海混沌道然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顾宇丰 

1、陶瓷纤维行业发展

状况；2、公司在下游

石化行业的竞争优势

及发展前景；3、公司

对下游行业的开发和

管理策略；4、公司在

建筑市场上的主要产

品推广；5、高温纤维

除尘滤管的应用情

况；6、公司可溶纤维

产品的未来发展；7、

公司未来产能提升空

间及扩能方式. 

详见巨潮

资讯网

（http://w

ww.cninfo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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