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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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鲁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世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尤世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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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881,009.95 492,142,455.38 7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398,647.46 80,673,019.57 1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242,537.21 20,135,729.00 -14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934,187.04 -14,416,078.63 -815.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2.77%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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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3,678,004.38 8,325,591,108.57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92,948,089.01 2,985,247,711.45 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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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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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287.91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06,7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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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633.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297.7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6,913,395.46 处置露通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2,7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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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9,641,18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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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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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东方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1% 259,915,384 259,915,384   

露笑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5% 201,251,210 0 质押 129,000,000 

鲁小均 境内自然人 3.34% 53,640,000 0 质押 51,000,000 

鲁永 境内自然人 2.62% 42,069,522 31,552,141 质押 21,000,000 

青岛宏伟鼎润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30,000,000 0   

屠文斌 境内自然人 1.55% 24,859,000 0   

董彪 境内自然人 1.16% 18,565,384 18,565,384   

易方达基金－中

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易方达基金－汇

金资管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5% 15,215,340 0   

珠海横琴宏丰汇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14,735,631 0   

中国银河证券股 国有法人 0.85% 13,675,832 13,67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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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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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集团有限公司 201,251,210 人民币普通股 201,251,210 

鲁小均 53,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640,000 

青岛宏伟鼎润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屠文斌 24,85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59,000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易方达基金－汇

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215,340 人民币普通股 15,215,340 

珠海横琴宏丰汇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735,631 人民币普通股 14,735,63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2,2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83,900 

鲁永 10,517,381 人民币普通股 10,517,381 

李红卫 9,509,296 人民币普通股 9,509,296 

杭州遂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

玖 3 号私募投资基金 
7,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露笑集团有限公司、鲁小均、鲁永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屠文斌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859000 股。杭州遂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

玖 3 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56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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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幅%  备注 

  货币资金  790,299,196.57   361,578,075.12  118.57% 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20,052.00  -100.00% 期货处置 

  预付款项  32,431,490.73   18,058,935.20  79.59% 预付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360,996,313.66   256,528,209.56  40.72% 露通不并表导致 

  长期应收款  -     41,938,022.23  -100.00% 新租赁准则重分类 

  长期股权投资  114,799,758.08   72,388,738.20  58.59% 对外投资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21,425,239.77   9,048,171.83  136.79% 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351,940,015.15   3,510,351,384.82  -33.00% 新租赁准则重分类 

  长期待摊费用  3,680,415.17   117,935,473.68  -96.88% 新租赁准则重分类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1,984,757.60   134,933,449.81  49.69% 预付在建光伏项目重分类 

  合同负债  82,571,770.97   51,678,920.82  59.78% 新租赁准则重分类 

  应付职工薪酬  11,978,054.89   31,064,556.22  -61.44% 年终奖发放 

  其他应付款  55,190,622.65   145,218,140.13  -61.99% 归还控股股东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85,582,450.34   174,929,926.21  -51.08% 处置露通的预收股权转让款确认 

  长期应付款  -     830,752,791.89  -100.00% 新租赁准则重分类 

  预计负债  1,394,394.23   1,013,813.87  37.54% 未决诉讼预计负债确认 

  递延收益  11,575,802.98   67,083,918.91  -82.74% 新租赁准则重分类 

     

利润表项目  本年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幅%  备注 

营业收入  875,881,009.95   492,142,455.38  77.97% 销售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746,501,350.25   380,887,129.58  95.99% 营业收入增长及运输费重分类 

税金及附加  2,576,437.01   1,714,968.26  50.23% 收入增加引起 

销售费用  5,399,992.01   12,351,753.14  -56.28% 运输费重分类 

管理费用  54,154,720.33   39,237,838.34  38.02% 工资、中介费用等增加 

研发费用  15,257,271.25   6,461,274.11  136.13% 公司研发投入增加 

投资收益  91,500,763.91   -1,720,140.12  -5419.38% 处置露通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3,170,400.00  -100.00% 上期期货公允价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1,723,785.36   4,333,503.56  -60.22% 坏账计提转回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10,106.38   -46,855.19  -334.99% 存货跌价转回 

资产处置收益  2,548.10   14,581.61  -82.53%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261,792.62   63,362,727.41  -99.59% 上期债务重组确认 

营业外支出  343,200.17   1,220,218.41  -71.87% 公益性捐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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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5,322,506.08   -16,137,588.66  -132.98% 本期利润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幅%  备注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681,580,789.84   486,756,608.80  40.02% 本期销售收款多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813,514,976.88   501,172,687.43  62.32% 材料价格上涨，本期采购支付货

款多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1,934,187.04   -14,416,078.63  815.19% 材料价格上涨，本期采购支付货

款多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106,739,023.14   36,163,014.44  195.16% 本期收到瀚华分红款以及露通处

置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191,481,675.42   59,123,547.26  223.87%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4,742,652.28   -22,960,532.82  269.08% 本期收到股权处置款及分红款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1,141,596,507.32   81,760,000.00  1296.28% 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472,430,313.28   180,379,569.85  161.91% 本期偿还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9,166,194.04   -98,619,569.85  -778.53% 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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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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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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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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期货 否 否 期货 30.17   30.17 60.33 90.5  0  25.56 

合计 30.17 -- -- 30.17 60.33 90.5  0 0.00% 25.56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1 年 04 月 28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进行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材料价格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

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买入套期保值合约及平仓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

期货套期保值操作可以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业务经营，在

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化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

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及时、完整地记录相关信息，

将可能导致套保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而造成风险。 

3、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公司内部针对套期保值业务

制定了《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严格规定了该业务的操作程序，能有效控制和规避

上述风险。 

1、公司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相匹配，严格控制期货头寸。 

2、公司规定期货交易员应严格按照审批确定后的套保方案进行操作，并规定了按日编

制期货交易报告并提交相关审核或审批人员的制度，确保期货交易风险控制。 

3、公司以自己名义设立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不会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

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4、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当发生故障时，

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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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对应点单,期限相同,数量相等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公司已就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审批

流程及《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锁定公司的产品预

期利润，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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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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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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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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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