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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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文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汪孟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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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1,548,162.87  14,677,012,182.21  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869,601,470.98  10,604,744,202.6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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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19,203.52  -304,767,047.77  1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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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2,301,173.49  1,756,324,215.86  2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4,857,268.34  218,972,322.12  2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6,138,584.16  207,959,848.19  1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7  2.09  增加 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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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90.29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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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7,484.28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各级文化产业 

发展相关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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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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605.41  主要系报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及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8,757,891.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2,168,041.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生的与政府补

助相关的支出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7,485.45  主要系少数股东分享的控股子公

司盈利权益 

所得税影响额 -294,379.90   

合计 18,718,6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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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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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1,092,968,865 54.95  无  国有法人 

新华集团－国泰君安

－16皖新 EB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 

310,000,000 15.58  无  国有法人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122,290,000 6.15  无  国有法人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18,612,521 0.94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6,925,808 0.85  无  未知 

浙江浙旅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6,320,481 0.82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6,002,600 0.8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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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香 7,935,717 0.40  无  未知 

郑伟嘉 6,184,407 0.31  无  未知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

－海通兴泰（安徽）新

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4,230,118 0.21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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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92,968,865 人民币普通股 1,092,968,865 

新华集团－国泰君安－16皖新 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3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00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22,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290,000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8,612,521 人民币普通股 18,612,5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925,808 人民币普通股 16,925,808 

浙江浙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320,481 人民币普通股 16,320,48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00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2,600 

陈美香 7,935,717 人民币普通股 7,935,717 

郑伟嘉 6,184,407 人民币普通股 6,184,407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海通兴泰（安徽）

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230,118 人民币普通股 4,230,1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安徽新华发行（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6年度发行了 2016年可交换债券，

将持有本公司 310,000,000股标的股票划入“新华集团－

国泰君安－16皖新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公司未有

资料显示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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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04,000,000.00 555,466,650.64 116.75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银行理

财增加所致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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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应收账款 1,342,121,780.45 691,744,145.20 94.02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商品未

到结算期所致 

合同资产 32,383,148.41  14,595,615.80  121.87 
主要系报告期合同质保金

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1,039,464,877.30  - - 执行新租赁准则增加 

应付账款 3,108,570,158.57 2,221,199,886.76 39.95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采购所

致 

合同负债 891,760,400.86  661,378,346.55 34.83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预收货

款所致 

租赁负债 1,053,385,038.67  - - 执行新租赁准则增加 

（2）利润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2,272,301,173.49 1,756,324,215.86 29.38 主要系报告期业务增长所

致，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 
营业成本 1,724,564,585.51 1,332,208,875.02 29.45 

研发费用 4,402,210.97 2,144,655.31 105.26 
主要系报告期智慧教育研

发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9,657,055.68 11,758,113.22 67.18 
主要系投资项目收益增加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79,605.41 9,315,204.90 -94.85 
主要系报告期投资项目公

允价值变化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288,147.08 821,452.75 -500.28 
主要系报告期存货跌价损

失计提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分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871,331,001.08 880,375,821.79 112.56 

主要系报告期疫情影响减

小，收回货款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483,948,108.36 861,692,669.38 72.21 

主要系报告期采购货款结

算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99,633,775.96 42,856,460.59 132.48 

主要系报告期到期理财收

回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18,001,539.41 4,306,328.79 318.03 

主要系报告期取得的投资

分红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1,120.00 63,240,131.64 -99.87 

主要系上年度子公司处置

政府拆迁的房产导致同比

减少较大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3,937,463.37 24,993,131.44 35.79 
主要系报告期在建工程支

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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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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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文胜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