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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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陶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崭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新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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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431,381.01 2,622,979,873.73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8,488,940.71 2,455,408,811.89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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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312.43 107,783,124.30 -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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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52,595.45 192,527,519.12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80,128.82 7,930,356.10 6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41,528.82 9,224,679.56 37.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0.33 增加 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6 0.0046 65.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6 0.0046 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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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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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77,400.00  

合计 43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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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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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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国平 390,792,006 22.57  无  境内自然人 

陶冶 126,680,000 7.32  无  境内自然人 

盛冬生 28,950,000 1.67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集

体资产经营公司 
21,209,188 1.22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夏晓燕 17,224,300 0.99  无  境内自然人 

夏志良 16,012,357 0.92  无  境内自然人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2,163,100 0.7  无  其他 

周永康 10,569,773 0.61  无  境内自然人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8,460,400 0.49  无  其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7,730,816 0.45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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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国平 390,792,006 人民币普通股 390,792,006 

陶冶 126,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680,000 

盛冬生 28,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50,000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集体资产经营公

司 
21,209,188 人民币普通股 21,209,188 

夏晓燕 17,22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24,300 

夏志良 16,012,357 人民币普通股 16,012,357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12,16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63,100 

周永康 10,569,773 人民币普通股 10,569,77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8,4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8,46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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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7,730,816 人民币普通股 7,730,8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国平先生与陶冶先生为父子

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陶国平先生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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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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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6,448,053.47 363,182,863.42 -34.90 
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

致 

应收票据 856,708.75 2,819,708.75 -69.62 
非买断式承兑汇票贴现

本期到期兑付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8,656,424.51 20,003,685.21 243.22 
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4,437,308.04 6,692,422.84 -33.70 预付原料货款减少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200,173.75 1,800,759.17 -33.35 装修费用摊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79,725.15 946,469.80 162.00 
预付设备采购款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856,708.75 2,819,708.75 -69.62 
非买断式承兑汇票贴现

本期到期兑付所致 

应交税费 6,519,735.92 3,438,330.45 89.62 
本期应交增值税、所得

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5,595,908.84 3,166,367.84 76.73 本期应付运费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753,716.78 970,165.33 80.76 
应交增值税增加导致附

加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050,284.09 3,096,741.25 -33.79 
本期运费已重分类至营

业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 -683,936.34 750,902.63 -191.08 
定期存款计提利息同比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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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259,286.25 -485,275.42 -46.57 
永隆小贷亏损同比减少

所致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2,201,340.00 -41,600.00 -5391.68 

确认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080,128.82 7,930,356.10 64.94 

复合纤维销售毛利同比

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22,312.43 107,783,124.30 -99.42 

收到货款现金同比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2,538,406.70 -7,535,961.48 1791.44 

购入结构性存款发生额

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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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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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陶冶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