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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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邓代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秋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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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539,160.88 1,515,686,686.30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9,391,541.80 1,165,464,455.98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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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062.95 50,960,489.17 -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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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72,698.43 115,347,281.72 -1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5,661.74 44,249,248.46 -8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03,641.51 36,166,493.66 -4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0 3.45 
减少 3.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1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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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29.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1,281,116.26 收到一企一策专项补助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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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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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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8,725.47 证券投资私募基金净值浮盈缩窄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47,521.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1,370.40  

所得税影响额 2,451,107.54  

合计 -13,677,9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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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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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永吉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172,566,200 41.18 0 质押 110,861,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

司 
35,944,000 8.58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贵州裕美纸业有限责

任公司 
32,624,000 7.78 0 质押 27,314,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邓维加 22,000,000 5.2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高翔 14,947,400 3.5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贵州雄润印务有限公

司 
12,966,356 3.09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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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圣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12,797,241 3.05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刘伟 3,151,000 0.7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邓代兴 2,481,500 0.5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丽薇 1,862,315 0.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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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永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72,5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566,200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35,9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44,000 

贵州裕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32,6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4,000 

邓维加 2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0 

高翔 14,9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47,400 

贵州雄润印务有限公司 12,966,356 人民币普通股 12,966,356 

贵州圣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797,241 人民币普通股 12,797,241 

刘伟 3,1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1,000 

邓代兴 2,48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1,500 

王丽薇 1,862,315 人民币普通股 1,862,3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贵州永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邓维加、邓代兴为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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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期末/本期数 期初/上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637,431.55 31,985,549.14 -91.75% 客户以承兑汇票结算减少 

预付款项 16,953,154.30 2,465,305.14 587.67% 本期预付货款增加 

存货 116,327,026.23 98,650,891.23 17.92% 澳洲子公司存货增加 

在建工程 51,426,505.10 30,536,924.30 68.41% 澳洲子公司温室工程增加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5 

 

应付账款 88,930,059.10 106,601,206.30 -16.58% 现金支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长期借款 93,109,064.16 100,744,081.08 -7.58% 归还部分并购贷款本金 

营业收入 101,372,698.43 115,347,281.72 -12.12% 见“注1” 

营业成本 65,331,857.78  67,706,698.32 -3.51% 见“注1” 

管理费用 11,688,164.76 6,222,671.02 87.83% 中介机构及调研费用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881,152.60 9,139,582.75 -295.65% 见“注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40,572,004.14 11,383,685.49 256.40% 

客户以承兑汇票结算减少导

致以现金支付材料款增加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7,160,732.87 17,663,798.40 53.76% 

二级子公司人员增加及澳洲

子公司人员增加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9,100,000.00 87,234,965.59 -55.18% 

支付证券投资本金同比上期

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69,355,387.53 -100.00% 上期取得并购贷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024,832.00 0.00  归还部分并购贷款本金 

注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37.27万元，同比上期减少 12.12%，主要原因系部分烟标

产品招标执行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原纸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导致成本增

加，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 

注2、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1,788.1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95.65%，原因系公司认购的

山楂树甄琢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年一季度净值浮盈缩窄。截至2020年底，该基金归属公司份额

实现浮盈5,394.14万元。本报告期内归属公司份额的净值为23,581.02万元，浮盈3,606.02万元。

截至2021年4月28日，公司所持的份额净值反弹至24,477.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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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5日，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2021年4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210768）。2021年4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768号）。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处于回复反馈意见阶段，公司根据法

规要求逐步推进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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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邓代兴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