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5 

 

公司代码：600408                                                  公司简称：ST安泰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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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锦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安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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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0,553,124.97 5,568,171,294.71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97,146,108.73 2,543,748,127.83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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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81,166.41 208,690,021.59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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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355,098.24 1,539,001,133.73 7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105,088.24 -8,871,2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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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84,531.50 -5,787,704.7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5 -0.46 增加 1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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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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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6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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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1,0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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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5,424.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58 

所得税影响额 -1,485,814.92 

合计 3,220,5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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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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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民 317,807,116 31.57 0 质押 317,807,116 境内自然人 

董小林 22,240,000 2.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帮雄 12,630,072 1.2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艾平 6,986,000 0.6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绍金 5,742,320 0.5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跃先 4,602,900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马树成 4,503,800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友珍 3,969,751 0.3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佳宁 3,704,583 0.3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艳娟 3,662,613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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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民 317,807,116 人民币普通股 317,807,116 

董小林 22,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40,000 

郑帮雄 12,630,072 人民币普通股 12,630,072 

李艾平 6,9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86,000 

吴绍金 5,742,320 人民币普通股 5,742,320 

李跃先 4,6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2,900 

马树成 4,503,8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3,800 

李友珍 3,969,751 人民币普通股 3,969,751 

杨佳宁 3,704,583 人民币普通股 3,704,583 

张艳娟 3,662,613 人民币普通股 3,662,6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安民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道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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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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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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主要会计项目 2021.03.31 2020.12.31 
增减比例

(%) 
变化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54,741,678.05 2,000,000.00 2637.08 报告期内收入增加，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97,250,000.00 47,500,000.00 946.84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贴现应付票据分类到短期

借款中 应付票据 108,000,000.00 560,000,000.00 -80.71 

应交税费 203,473,836.70 154,883,131.05 31.37 主要是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67,054,384.44 163,233,002.79 63.60 

主要是将中国银行介休支行 1.268 亿借款由长期借

款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 -  206,626,620.42 -100.00 2021 年执行新的租赁准则，将长期应付款转至租赁

负债 租赁负债 196,527,172.56  - - 

专项储备 3,355,355.23 5,062,462.57 -33.72 报告期内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增加所致 

 

（2）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主要会计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增减比

例(%)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2,646,355,098.24 1,539,001,133.73 71.95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焦炭、型钢销量以及销

售价格同比大幅增加，使得收入与利润都

有所增加 

营业利润 340,617,774.63 -477,773.85 - 

利润总额 339,638,356.38 -6,165,974.02 - 

净利润 255,178,810.29 -8,716,051.39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5,105,088.24 -8,871,299.12 - 

营业成本 2,245,783,429.94 1,448,135,601.18 55.08 
报告期内销量同比增加，且主要原材料采

购价格同比上涨，另外增加合同履约成本 

税金及附加 10,280,850.94 4,475,697.67 129.70 
报告期内实现增值税同比增加，计提城建

税等附加增加 

销售费用 925,450.61 31,265,667.31 -97.04 
报告期根据新收入准则原将销售费用中运

输等属于合同履约成本结转至营业成本 

研发费用 52,481.93 2,400.00 2086.75 报告期内研发项目同比增加 

利息收入 429,144.44 940,233.61 -54.36 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利息减少 

其他收益 904,655.01 2,734,170.47 -66.91 主要政府补助、重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981,593.87 5,815,903.94 -83.12 报告期内捐增支出同比减少 

所得税费用 84,459,546.09 2,550,077.37 3212.04 报告期利润增加，计提所得税费用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73,722.05 155,247.73 -52.51 
主要是有少数股东的子公司国贸公司利润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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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主要会计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增减额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5,481,166.41  208,690,021.59 -33,208,855.18 

各项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幅度大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幅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912,769.68 -2,825,096.92 8,737,866.6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799,398.48 -10,849,963.78 -27,949,434.70 

偿还债务与支付其他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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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针对审计意见涉及的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问题，公司董事会已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详见公司

董事会关于对2020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与大股

东及关联方积极落实各项解决措施，并着重推动双方的资产整合计划，争取尽早解决双方目前

存在的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问题，消除对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影响，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权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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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9.32万元，按照公司目前的经营

业绩情况（2021年 1季度已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10.50万元），以及对当前

钢铁、焦化市场的初步判断，公司预测 2021年上半年的累计净利润同比将大幅增长。 

 

 

 

公司名称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锦龙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