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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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范建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雪峰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赵玉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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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2,455,071.91 4,742,081,444.07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630,484,493.88 2,593,657,392.63 1.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3,032,074.93 -86,030,786.85 -1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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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497,274.80 461,783,124.13 -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196,296.07 17,204,280.34 6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6,130,343.13 20,639,436.51 26.6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8 0.71 增加 0.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 0.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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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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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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7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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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968,7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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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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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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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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90  

所得税影响额 -388,520.32  

合计 2,065,9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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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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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建刚 308,790,000 27.25 308,79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立义 240,975,000 21.26 240,97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岳英 47,357,700 4.18 47,357,7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红橡金麟伊

洛 1号私募基金 

22,550,000 1.99 22,550,000 无 0 其他 

谢佐鹏 4,700,000 0.41 4,7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仲华 3,265,800 0.29 3,265,8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金元 2,873,660 0.25 2,873,6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

司 
2,130,000 0.19 2,13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赵月华 2,040,625 0.18 2,040,625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俊 2,000,000 0.18 2,000,00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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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建刚 308,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790,000 

范立义 240,9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975,000 

范岳英 47,35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7,35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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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橡金

麟伊洛 1号私募基金 
22,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50,000 

谢佐鹏 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0 

陶仲华 3,265,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5,800 

赵金元 2,873,660 人民币普通股 2,873,660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0,000 

赵月华 2,040,625 人民币普通股 2,040,625 

杨俊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范建刚和股东范立义系父子关系，股东范建刚和股东

范岳英系父女关系，股东范岳英和股东杨俊系夫妻关系，

四人合计持有公司 52.87%的股份。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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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资产报告期期末余额为 80,076,952.33 元，较上年年末余额 19,453,657.81 元，

增加 311.63%,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 

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余额为 286,744,551.6 元，较上年年末余额 142,820,576.15 元，增加

100.77%,主要是报告期末公司采购采购材料支付的款项。 

使用权资产期末余额 1,342,823.30，系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报告期期末余额为 0元，主要报告期处置了套期保值工具。 

应付账款报告期期末余额为 232,725,539.73 元，较上年年末余额 146,860,285.12 元，增加

58.47%,主要是报告期材料采购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期末余额为 6,759,917.56 元，较上年年末余额 17,685,771.12元，减少

61.78%,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上年度的员工年度奖金。 

应交税费报告期期末余额为 24,985,614.63 元，较上年年末余额 48,316,720.51 元，减少

48.29%,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所得税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162,659.35，系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租赁负债期末余额 1,240,461.05，系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报告期税金及附加为 1,046,267.71 元，较上年同期 3,272,336.38 元减少 68.03%,主要是报

告期进项税金增长，实际负担的附加税（费）减少所致。 

报告期销售费用为 5,615,843.21元，较上年同期 17,699,775.39元减少 68.27%,主要是上年

度公司从第二季度开始将运输费用重分类计入营业成本核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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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财务费用为 10,438,750.35 元，较上年同期 17,748,652.51 元减少 41.19%,主要是报

告期公司实际融资成本下降所致。 

报告期其他收益为 480,701.42元，较上年同期 179,197.04元增加 168.25%,主要是报告期公

司实际收到技术产品补贴。 

报告期投资收益为-1,249,231.31 元，较上年同期-795,158.22 元下降 57.1%,主要是上年度

同期理财收益所致。 

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1,645,326.36 元，较上年同期-2,907,973.81 元增长 156.58%,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为-9,350,741.49元，较上年同期 1,051,745.24元变动 989.07%,主要是

报告期末公司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 

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为-5,128,745.83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对合同资产计提的减值损失。 

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为 0.00元，较上年同期-4,154.01元减少 100.00%,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未

发生资产处置业务。 

报告期营业外收入为 59,297.77元，较上年同期 301,642.59元减少 80.34%,主要是上年度同

期公司核销的零星款项所致。 

报告期营业外支出为 54,599.6 元，较上年同期 2,203,891.59 元减少 97.52%,主要是上年度

同期公司因疫情对外捐赠支出。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为 5,524,152.83 元，较上年同期 3,608,231.1 元增加 53.1%,主要是报告

期公司负担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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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范建刚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