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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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于本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星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冷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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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1,200,251.28 4,689,921,269.17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06,386,286.29 1,684,040,678.3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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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8,628.79 3,986,250.50 2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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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804,350.63 468,840,355.97 4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665,096.76 -5,661,9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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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9,909.19 -9,471,243.6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8 -0.37 增加 1.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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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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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1,4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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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83.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9,104.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81.89  

所得税影响额 -49,367.71  

合计 965,1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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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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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

司 
134,828,570 23.73  无  国有法人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28,278,018 4.98  无  国有法人 

孙向东 15,266,800 2.6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柳恒伟 6,944,783 1.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杏清 4,725,900 0.8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杭州九硕实业有限公

司 
3,772,500 0.66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长春 2,850,767 0.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培敏 2,805,300 0.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纪晓腾 2,571,524 0.4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淄博金益经贸有限公

司 
2,176,000 0.38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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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134,828,570 人民币普通股 134,828,57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8,278,018 人民币普通股 28,278,018 

孙向东 15,26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66,800 

柳恒伟 6,944,783 人民币普通股 6,944,783 

胡杏清 4,725,9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5,900 

杭州九硕实业有限公司 3,77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7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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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春 2,850,767 人民币普通股 2,850,767 

张培敏 2,80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5,300 

纪晓腾 2,571,524 人民币普通股 2,571,524 

淄博金益经贸有限公司 2,1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

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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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

（元）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使用权资产 16,098,905.07 0.00 不适用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应付债券 398,867,924.53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发行 4亿元可交债。 

租赁负债 16,381,353.19 0.00 不适用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79,804,350.63 468,840,355.97 45.00 
主要系公司本期主业产品销量增

长，售价提升所致； 

营业成本 563,129,502.20 361,387,249.38 55.84 

主要系公司本期主业产品销量增

长，及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

与履行合同相关的运费等相关支

出由原销售费用计入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10,129,979.47 7,619,537.51 32.95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加，计提税金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3,745,902.10 47,139,511.66 -70.84 

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与履行

合同相关的运费等相关支出由原

销售费用计入营业成本； 

研发费用 17,547,338.17 10,936,263.53 60.45 
主要系公司对高端产品研制增加

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17,666,582.65 28,563,640.95 -38.15 
主要系公司降低融资规模及融资

成本所致； 

其他收益 398,083.36 1,107,200.00 -64.05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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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776,153.97 5,569,080.14 -86.06 
主要系本期公司营业外事项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5,717,806.87 1,521,382.79 275.83 
主要系公司本期效益比上年同期

增加，计提所得税增加所致； 

净利润 22,948,711.52 -6,192,168.94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效益比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元）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268,628.79 3,986,250.50 257.95 

主要系本期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73,078.43 14,347,609.63 -149.99 

主要系上期收回出售德州羊绒股

权款，本期无此类事项；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395,711.55 15,500,320.96 -328.35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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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督促各标的公司（含标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于本次交易股

权交割日前办理完毕除山东省盐业集团东方海盐有限公司滨海盐化分公司、济宁分公司、生态海

盐分公司，以及山东鲁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外的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全部分公司

的注销程序”（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因工作量较大，相关注销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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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本杰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