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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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建功、总经理荆怀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宁坡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施莲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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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8,357,035.77 10,642,481,547.51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99,519,887.78 5,468,045,008.2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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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04,188.95 -150,028,990.7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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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089,994.53 1,347,527,147.80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02,017.51 -87,544,8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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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2,828.35 -90,811,949.2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42 -1.6744 增加 1.40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4 -0.061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4 -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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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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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7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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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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2,574.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87.69 

所得税影响额 13,834.06 

合计 2,350,810.8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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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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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379,350,534 26.45 0 无 0 国有法人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3,891,829 4.4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5,617,029 2.4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35,054,498 2.4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149,321 1.89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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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2,700 0.91 0 无 0 未知 

郭崇尧 10,662,300 0.74 0 无 0 未知 

崔殿斌 10,013,336 0.70 0 无 0 未知 

刘妙珍 9,908,800 0.69 0 无 0 未知 

刘芳 8,478,063 0.5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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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379,350,534 人民币普通股 379,350,534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3,891,829 人民币普通股 63,891,829 

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5,617,029 人民币普通股 35,617,029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35,054,498 人民币普通股 35,054,498 

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149,321 人民币普通股 27,14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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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52,700 

郭崇尧 10,66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62,300 

崔殿斌 10,013,336 人民币普通股 10,013,336 

刘妙珍 9,9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8,800 

刘芳 8,478,063 人民币普通股 8,47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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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航天八

院一致行动人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系上航工业全

资子公司，航天投资实际控制人为航天科技集团。以

上五家股东间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

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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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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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成果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增减额 
差异率

（%） 
变动的主要原因 

销售费用 24,390,996.36 109,113,861.64 -84,722,865.28 -77.65 
本期销售运输费、外贸出口

费计入营业成本 

财务费用 -2,228,808.09 15,837,751.84 -18,066,559.93 -114.07 
ESTRAAuto、香港上航控股

汇兑收益增加 

投资收益 4,759,715.84 -1,322,682.71 6,082,398.55 不适用 

联营企业经营业绩好转及连

云港神舟新能源、ESTRA 

Auto 远期结售汇业务到期

交割收益同比增加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1,563,311.20 -10,311,401.99 8,748,090.79 不适用 

上年同期汇率波动，ESTRA 

Auto 远期结汇售业务公允

价值波动较大 

信用减值损

失 
6,546,704.86 3,330,088.15 3,216,616.71 96.59 

本期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

冲回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

失 
6,227,441.85 -1,610,822.45 7,838,264.30 不适用 

光伏材料价格上涨，连云港

神舟新能源存货跌价准备转

回 

营业外收入 1,365,688.32 326,253.13 1,039,435.19 318.60 
丘北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收到保险理赔款 

少数股东损

益 
-1,656,297.55 -10,918,714.19 9,262,416.64 不适用  

控股子公司爱斯达克、

ESTRA Auto 经营业绩好

转，按股比确认的少数股东

损益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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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务状况分析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

末数较

占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变动的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83,192.80 0.02 4,198,324.20 0.04 -45.62 
远期结售汇公允价值变

动 

应收款项融资 205,666,381.36 1.92 139,530,646.14 1.31 47.40 
爱斯达克、内蒙古新能

源收到应收票据增加 

使用权资产 217,256,572.87 2.03 - -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

致 

合同负债 229,773,949.69 2.14 159,518,042.54 1.50 44.04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

ESTRAAuto、航天土耳

其公司、内蒙新能源按

合同收到预收账款增加 

应交税费 11,050,138.52 0.10 16,688,903.37 0.16 -33.79 
爱斯达克应交增值税减

少 

其他流动负债 7,230,902.95 0.07 3,232,156.76 0.03 123.72 
合同负债增加 ,对应的

增值税增加 

租赁负债 185,664,475.84 1.73 - -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34,514,365.71 -0.32 19,795,405.53 0.19 -274.36 
汇率变动引起的外币财

务报表折算差额减少 

 

3. 现金流量变动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变动的主要原

因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95,904,188.95 -150,028,990.73 54,124,801.78 不适用 
支付的材料采

购款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2,546,799.74 -67,087,869.14 4,541,069.40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083,862.83 52,427,373.97 -35,343,511.14 -67.41 

上年同期收到

上饶太科 49%

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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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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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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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建功 

日期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