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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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训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彭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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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270,127.75 1,910,833,283.78 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1,806,889.54 766,934,916.39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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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7,139.08 326,569.40 -12,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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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42,644.60 193,117,038.67 1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9,768.76 1,559,505.16 21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94,526.98 1,398,721.98 38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43 0.2097 增加 0.42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9 0.0057 214.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9 0.0057 2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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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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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3,014.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996.68  

所得税影响额 638,252.74  

合计 -1,914,7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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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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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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澄清 29,147,520 10.72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常春 23,643,600 8.69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春兴 23,256,000 8.55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中潞福银投资有

限公司－中潞壹号证

券投资基金 

10,060,000 3.70  无  未知 

陈慧 7,389,209 2.72  无  境内自然人 

周宇光 6,868,001 2.53  无  境内自然人 

李萍影 6,377,265 2.34  无  境内自然人 

陈乃勤 2,891,657 1.06  无  境内自然人 

周爽 2,477,000 0.91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婵娟 1,548,500 0.57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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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澄清 29,147,520 人民币普通股 29,147,520 

李常春 23,64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43,600 

李春兴 23,2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256,000 

北京中潞福银投资有限公司－中潞

壹号证券投资基金 
10,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60,000 

陈慧 7,389,209 人民币普通股 7,389,209 

周宇光 6,868,001 人民币普通股 6,868,001 

李萍影 6,377,265 人民币普通股 6,377,265 

陈乃勤 2,891,657 人民币普通股 2,891,657 

周爽 2,47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7,000 

陈婵娟 1,54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本公司总经理陈澄清先生、李萍影女士与营销副总陈慧女

士为父女、母女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2、陈澄清先生、李常春先生、李春兴先生和李萍影女士同为

福建凤竹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董事；陈澄清先生、李萍影

女士、李常春先生和李春兴先生亦为凤竹纺织之股东（其中

陈澄清先生担任凤竹纺织董事）。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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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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情况说明 

1 应收款项融资 5,402.65 3,528.87 53.10% 主要是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的增加 

2 预付款项 3,935.67 2,941.00 33.82% 主要是预付采购原材料货款增加 

3 存货 31,810.93 21,100.42 50.76% 主要是因销售增加而导致采购原材

料增加和相应的成品库增加 

4 其他流动资产 2,151.45 3,699.78 -41.85% 主要是结构性存款的减少 

5 合同负债 2,102.26 403.86 420.55% 本期因销售增加导致客户预收款增

加 

6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525.91 6,615.53 -46.70% 本期偿还到期借款影响 

合并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情况说明 

1 财务费用 226.99 615.64 -63.13% 主要是本期利息费用同比减少 

2 投资收益 -163.01 94.29 -272.88% 本期棉花期货投资损益影响 

3 资产减值损失 193.07 471.24 -59.03% 本期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 

4 所得税费用 95.46 27.99 241.03% 本期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增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

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情况说明 

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84.71 32.66 -12914.16% 主要是本年度银行承兑到期付款 

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79.09 -10,284.62 -77.84% 

主要是本期安东新厂项目建设的投

资和购入银行理财减少 

3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8.59 760.16 -111.65% 主要是本期融资金额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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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东新厂迁建项目 

公司于2010年6月被纳入梅岭组团征迁范围；已于2018年1月2日在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安东

园）完成165.33亩相关生产经营用地的储备工作，在晋江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目前所有的开工

前期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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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政府城市建设的需要、加快公司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升级，提高产品品质、档次和产

品竞争力；同时为提升公司生态环境水平和整体运营水平，把30年的老厂建设成智能、绿色的现

代化染整企业，实现企业的新跨越，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和2018年2月28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安

东园）迁建新厂的议案》，同意公司启动在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安东园）迁建新厂项目；迁建

新厂总生产规模为年产针织印染布10万吨、年产针织印花布7500吨、年产筒子纱3000吨，投资总

额约8.5亿元（调整后，原为6.5亿元）。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具体负责实施安东项目的相关投建

工作；授权公司管理层若在实施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全权授权公司管理层

按照新的政策和实际情况对项目投建工作做出相应调整、变更和终止等事项。 

目前安东新厂项目工程主要建筑主体结构已封顶、生产车间及宿舍楼装修已完工，现处于办

公楼室内装修、公共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中，相关建设工作正积极协调推进中，部分生产线已进

入联调试产阶段，预计年内可陆续投产（新冠疫情虽在国内得到较好的控制，但仍在全球蔓延，

尚使项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其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6日和3月1日分别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上《关于在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安东园）迁

建新厂的公告》（临2018-005号）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8-008号）。 

 

二、河南安阳项目 

2012年3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凤竹纺织（安阳）生产基地项目投

资协议书》的议案，公司在安阳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子公司；相关事宜亦经201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已分别于2012年3月28日和2012年4月1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鉴于安阳市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安阳市人民政府制订了新的《印染行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原签订的《凤竹纺织（安阳）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已不能适应形势发

展的需要，经安阳市北关区政府、中信环境技术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环境”）

与河南凤竹筹划，拟由中信环境和河南凤竹成立合资公司对安阳北关区印染示范园进行投资建设。

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和2018年2月28日分别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河南安阳项目投向的议案》：同意河南凤竹与中信环

境商议成立合资公司对安阳北关区印染示范园进行投资建设；全权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中信环境商

议成立合资公司的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新的政策和实际情况对变更投向涉及项目相关

工作做出相应调整、变更和终止等决策。 

项目已于2019年3月7日于安阳市国土资源局获得“豫（2019）安阳市不动产权第0003211号”

和“豫（2019）安阳市不动产权第0003214号”两宗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合计424.08亩），

至此凤竹纺织已完成河南子公司相关项目的用地储备事宜。 

为了更好推进安阳项目的发展，发挥存量资产的作用，且鉴于安阳市有较好的纺织产业基础，

拥有坯布染整的市场需求，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河南凤竹投建“河南凤竹（安阳）3万吨印染项目”（预计投资3亿元

左右）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项目的投建相关工作。目前已取得染整车间《建筑工程规划许

可证》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中。 

为了更好推进安阳项目的发展，盘活现有资产，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资金压力、增加流动性，

公司于2020年11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资公司

股权及出售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股权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过户及工商变

更等相关事宜，目前相关事宜亦逐步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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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6日、2018年3月1日、2020年10月31日和2020年11月24日

分别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上《关于变更河南安阳项目投

向的公告》（临2018-006号）、《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8-008号）、《福

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临2020-024号）和《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资公司股权及出售土地使用权的公告》（临2020-027号）。 

三、一季度委托理财情况（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受托人 

委托理财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 

金额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实际获得 

收益  

年化收益

率 

是否经过

法定程序 

1 厦门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CK2002810)   15,000,000  2020-04-17 2021-4-19    558,440.91  3.65% 是 

2 厦门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CK2004032)   13,000,000  2020-06-02 2021-6-2  尚未到期    是 

3 厦门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CK2102074)   14,200,000  2021-1-18 2021-7-19  尚未到期    是 

4 厦门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CK2102119)   20,000,000  2021-2-1 2021-8-2  尚未到期    是 

5 厦门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CK2102149)   10,000,000  2021-2-8 2021-3-12     25,777.60  2.90% 是 

6 泉州银行 协议存款产品（601837）   20,000,000  2020-03-23 2021-3-23    722,231.44  3.56% 是 

7 兴业银行 360 封闭式标准款产品   20,000,000  2020-4-16 2021-4-9    608,109.59  3.06% 是 

8 兴业银行 30 天封闭式产品   10,000,000  2021-02-05 2021-3-5     20,328.77  2.61% 是 

9 中国银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01558H   20,000,000  2020-11-25 2021-1-4     65,528.66  2.95% 是 

10 农业银行 “安心快线天天利”   10,000,000  2021-1-8 2021-1-29      8,767.20  1.50% 是 

11 农业银行 “安心快线天天利”    5,000,000  2021-1-27 2021-1-29        273.90  0.99% 是 

12 农业银行 “安心快线天天利”    5,000,000  2021-2-2 2021-3-8      7,188.80  1.52% 是 

13 农业银行 “安心快线天天利”   10,000,000  2021-2-2 2021-3-29     22,602.74  1.48% 是 

14 农业银行 “安心快线天天利”    5,000,000  2021-2-4 2021-2-23      3,904.10  1.48% 是 

15 农业银行 “安心快线天天利”    5,000,000  2021-3-3 2021-3-8        824.90  1.19% 是 

16 农业银行 “安心快线天天利”   10,000,000  2021-4-12    尚未到期      是 

合

计 
  /  192,200,000  /    2,043,9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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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强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