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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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巨芳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黄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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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861,243.40 1,262,384,768.88 -1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3,488,987.67 -63,144,621.01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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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2,916.25 1,284,365.06 -7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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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34,716.23 16,264,374.87 7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344,366.66 -26,285,942.55 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235,827.64 -23,635,582.83 52.4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1418 -2.301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0.0203 -0.0516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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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03 -0.0516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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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4,795.8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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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374.0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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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4,1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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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23,574.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891,4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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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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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88,603,800 17.40 0 冻结 88,603,8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陆军 14,700,388 2.8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颜开旺 6,629,410 1.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书 5,514,602 1.08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世伟 4,718,900 0.93 0 无  境内自然人 

金雷 4,282,900 0.8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瑶 3,948,072 0.78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波 3,607,300 0.7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段永州 2,846,600 0.5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钟文勇 2,812,561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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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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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88,603,800 人民币普通股 88,603,800 

李陆军 14,700,388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388 

颜开旺 6,629,410 人民币普通股 6,629,410 

刘书 5,514,602 人民币普通股 5,514,602 

李世伟 4,718,900 人民币普通股 4,718,900 

金雷 4,282,900 人民币普通股 4,282,900 

李瑶 3,948,072 人民币普通股 3,948,072 

李波 3,60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7,300 

段永州 2,84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6,600 

钟文勇 2,812,561 人民币普通股 2,812,5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控股股东银河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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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1,480,000.00 14,162,729.35 -89.55 减少的主要原因:已

背书到期的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2,892,604.92 11,019,860.81 107.74 增加的主要原因: 司

法处置资产相关对价

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267,671.72 135,523,630.28 -96.11 减少的主要原因: 司

法处置资产归还借款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99,714.43 4,760,780.02 -58.00 减少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支付职工薪金所

致。 

应交税费 13,005,152.38 21,577,627.69 -39.73 减少的主要原因: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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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缴纳税费所致。 

合同负债 14,762,326.75 8,500,477.03 73.66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合同预收款增加

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季度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28,834,716.23 16,264,374.87 77.29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1,753,612.14 14,720,274.75 47.78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6,534.55 2,083.20 5,013.99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收入增加附加税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0,870,169.92 16,065,806.96 -32.34 减少的主要原因:借

款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464,134.46 -5,148,638.77 32.72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公允价值变动减

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724,795.89   100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司法处置资产所

致。 

其他收益 754,374.06 2,454,259.64 -69.26 减少的主要原因: 司

法处置资产，异地搬

迁扩能技改项目资金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3,574.51 14,744.04 738.13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税收滞纳金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 1季度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原因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8,042,916.25 1,284,365.06 -726.22 减少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货款回笼减少所

致。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7,319,085.00 -372,865.00 2,062.93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处置资产所致。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927,000.00 -1,600,000.00 82.94 增加的主要原因:报

告期偿还债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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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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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CAC证审字[2021]275号），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贵州长征天

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CAC函字【2021】010号）。 

（2）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

审计，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由中审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CAC证内字[2021]0020号） 

（3）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情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自2020

年7月8日起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琦等相关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

年7月9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2）。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4）公司因存在被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以及违规担保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4.1（五）条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5月24日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经公司自查，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发生总额为51,280.82万元，资金占

用余额为31,050.08万元；公司违规担保总额为45,133万元，违规担保余额为11,180万元。截至目

前公司已对自查发现的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进行了充分披露，董事会将持续高度重

视内控建设，并继续排查可能存在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违规事项，若发现该等违规事项，公

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杜绝此类

事项再次发生。 

（5）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13.3.2第（二）第（三）

条的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2.3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4月30日停牌1天，于2021

年5月6日复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6）自2020年1月1日至本报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案件共108起，涉

及金额合计115,633.65万元，其中尚未结案的案件共78起，涉及金额合计101,674.6万元。部分诉

讼案件执行后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目前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因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子公司多项资产被查封，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查

封、冻结的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73,880.7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8.52%。公司资

产被查封、冻结事项，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影响。公司部分逾期债务可能面临支付相

关违约金、滞纳金等情况，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各方协商，通过部分偿还、增加担保、展期等方

式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尚不排除后续新增资产被查封冻结的情形，公司将合理安排和使用资

金，并通过处置非经营性资产、合法贷款等方式全力筹措资金，保证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共涉及653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诉讼金额共计人民

币9,602.04万元。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未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后续将积极采取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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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妥善处理诉讼事宜，依法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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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健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