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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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田明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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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35,829,890.74 27,266,933,188.69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81,092,141.26 6,906,819,751.9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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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175,169.78 2,267,502,800.66 -116.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447,554,749.22 415,830,910.79 7.63

营业收入 34,097,776.90 32,556,139.21 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65,072.40 97,698,758.42 -1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148,600.92 96,514,242.72 -3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1.56 减少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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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2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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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1,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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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0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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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3,213.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14,285.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4.27

所得税影响额 -7,042,278.03

合计 19,716,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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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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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361,974,793 34.12 0 质押 35,168,811 国有法人

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39,517,522 13.15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63,674,473 6.00 0 质押 63,674,473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42,389,100 4.00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太平洋人寿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 （保

额分红）委托投资（长江养老）

20,000,000 1.8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

全指证券公司交易性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3,356,790 1.2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200,770 1.1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

全指证券公司交易性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7,562,087 0.7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性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703,046 0.5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95,181 0.51 0 无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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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361,974,793 人民币普通股 361,974,793

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39,517,522 人民币普通股 139,517,522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63,674,473 人民币普通股 63,674,473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42,3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42,389,1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主动

管理型产品（保额分红）委托投资（长江养老）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性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356,790 人民币普通股 13,356,790

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200,77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77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性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62,087 人民币普通股 7,562,0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性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703,046 人民币普通股 5,703,04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95,181 人民币普通股 5,395,1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飞

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托管人均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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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说明

应收账款 30,056,081.21 20,487,432.17 46.70 说明1

预付款项 11,165,328.05 5,699,183.03 95.91 说明2

存出保证金 1,612,878,108.88 1,234,493,467.61 30.65 说明3

其他应收款 13,917,617.37 85,625,469.65 -83.75 说明4

存货 541,049.80 不适用 说明5

其他流动资产 78,057,865.93 50,996,517.53 53.07 说明6

使用权资产 157,762,891.16 不适用 不适用 说明7

拆入资金 239,248.32 96,291.39 148.46 说明8

应付账款 149,008,165.59 84,026,123.90 77.34 说明9

应付职工薪酬 101,451,075.77 251,883,593.98 -59.72 说明10

存入保证金 613,145,688.68 316,021,898.33 94.02 说明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64,996,798.08 1,452,540,515.41 -33.56 说明13

租赁负债 150,951,087.85 不适用 不适用 说明14

说明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9,568,649.04元，增加比例为46.7%，主要为应收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加所致。

说明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5,466,145.02元，增加比例为95.91%，主要为预付存管费、机柜费用所致。

说明3：存出保证金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378,384,641.27元，增加比例为30.65%，主要为存出期货客户保证金、收益互换保证金增加所致。

说明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减少71,707,852.28元，减少比例为83.75%，主要为存出投资款减少所致。

说明5：存货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541,049.80元，为本期采购电子产品配件所致。

说明6：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27,061,348.40�元，增加比例为53.07%，主要为增值税进项税重分类至本科目。

说明7：使用权资产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157,762,891.16元，为2021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说明8：拆入资金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142,956.93元，增加比例为148.46%，主要为转融券应计利息增加所致。

说明9：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64,982,041.69�元，增加比例为77.34%，主要为应付证券清算款增加所致。

说明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减少150,432,518.21元，减少比例为59.72%，主要为发放薪酬所致。

说明11：存入保证金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297,123,790.35�元，增加比例为94.02%，主要为客户存入期权保证金增加所致。

说明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减少487,543,717.33元，减少比例为33.56%，主要为兑付16华证01债券4.83亿元所致。

说明14：租赁负债期末余额比上年末余额增加150,951,087.85元，为2021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说明

税金及附加 3,408,967.60 2,480,897.68 37.41 说明16

其他收益 2,025,256.65 314,702.07 543.55 说明17

汇兑收益 108,325.37 1,122,445.49 -90.35 说明1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010,661.72 73,427,165.49 -80.92 说明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175,169.78 2,267,502,800.66 -116.68 说明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05,329.44 53,861,462.02 -108.55 说明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027,929.00 -358,565,913.32 不适用 说明22

说明16：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期增加928,069.92元，同比增减37.41%，主要为母公司以投资性房地产向子公司增资，相关税金支出增加。

说明17：其他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1,710,554.58元，同比增加543.55%，主要为收到政府补助、个税返还

说明18：汇兑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1,014,120.12元，同比减少90.35%，为汇率变动所致。

说明1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59,416,503.77元，同比减少80.92%，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浮动盈利较上年减少。

说明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减少2,645,677,970.44元，同比减少116.68%，主要为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较上期减少20.37亿所致。

说明2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减少58,466,791.46元，同比减少108.55%，主要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增加。

说明2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余额比上年年末增加577,593,842.32元，主要为本期发行21华鑫01债券3.5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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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军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2021-028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披露2020年度审计报告

与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专项审计报

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2020年度审计报

告及其他相关报告的通知》（中汇交发〔2021〕100号）的规定，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披露《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度风险控制指标监

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

上述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21� � � � � �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2021-029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披露2020年度财务报告

与2020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关规定，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 ）将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www.sac.net.cn）与华鑫证券官网

（www.cfsc.com.cn）披露《华鑫证券2020年度财务报告披露》。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8号--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的规定，华鑫证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

公司债券年度报告》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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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负责人陈启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孔丽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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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6,026,239.51 3,706,513,611.31 2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826,702,593.76 1,849,036,196.73 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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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68,146.16 -76,243,966.8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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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748,866.60 1,010,224,933.86 1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9,397,821.26 90,421,891.61 2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261,055.06 89,285,125.40 21.25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4.41 4.77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81 0.2276 9.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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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419.8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2,3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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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657.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0,241.8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78,922.07

合计 1,136,7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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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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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243,423,000 52.61 243,423,000 质押 118,929,231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李新华 33,400,000 7.22 33,400,000 质押 33,400,000 境内自然人

熊保明 12,256,000 2.65 11,25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嘉兴嵩山常棣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000,000 1.30 6,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李国喜 5,796,000 1.25 5,79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扶廷明 4,512,000 0.98 4,512,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先兴 4,320,000 0.93 4,3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青云 4,320,000 0.93 4,3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盛楠 4,203,000 0.91 4,203,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河南华泰建设有限公司 4,200,000 0.91 4,200,000 质押 4,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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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79,932 人民币普通股 1,379,932

熊保明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40,120 人民币普通股 540,120

李斯达 3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500

熊紫钰 306,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600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九坤私享3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8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100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朱庇特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34,524 人民币普通股 234,524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2 232,248 人民币普通股 232,248

陈瑶 221,244 人民币普通股 221,244

朱云川 17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熊保明与熊紫钰为父女关系。 其余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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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科目 本期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41,934,834.08 567,144,278.58 136.61% 公司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应收账款 13,817,638.86 24,461,481.40 -43.51% 应收天然气款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54,527,550.09 99,485,676.19 -45.19% 预付天然气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2,307,414.79 32,892,480.27 241.44%

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所致

在建工程 141,042,910.70 107,164,946.98 31.61% 募投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应交税费 3,178,843.65 11,338,611.47 -71.96% 预交税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7,269,900.01 39,700,879.59 -31.31%

预收天然气款减少所对应的其他流动

负债待转销项税额减少所致

资本公积 1,017,386,054.91 215,946,054.91 371.13% 公司首发股份溢价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035,891.89 4,023,656.81 -74.25% 公司控股子公司注销清算所致

利润表科目 2021年1-3月发生额 2020年1-3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29,247,314.90 22,045,312.91 32.67% 公司首发上市所产生的上市费用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 1,125,249.78 2,512,647.48 -55.22%

去年同期出售公司持有的中油洁能股

权所致

信用减值利得(损失) -1,723,668.36 61,431.12 -2905.86% 正常计提应收账款减值所致

现金流量表科目 2021年1-3月发生额 2020年1-3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51,518,324.08 28,590,042.42 80.20% 公司职工薪酬绩效奖励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6,489,690.66 41,670,880.37 35.56% 预交税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00,000,000.00 / 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5,642,883.85 25,397,242.14 237.21% 公司募投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66,940,000.00 / 公司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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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启勇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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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蒋达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美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史美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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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326,145.91 1,429,258,754.39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5,081,001.72 760,810,101.23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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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10,812.40 24,704,299.76 -3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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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850,884.95 246,470,577.19 5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70,900.49 26,613,127.37 2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189,044.44 27,184,997.71 2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1 3.57 增加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2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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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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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1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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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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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0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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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5.18

合计 81,8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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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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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凤仙 57,532,541 25.92 无 境内自然人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49,011,099 22.08 无 国有法人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200,000 5.05 无 未知

蒋达伟 9,824,920 4.43 无 境内自然人

储一平 4,200,000 1.89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有舵 3,286,640 1.48 无 境内自然人

林鼎渊 1,471,077 0.66 无 境内自然人

邹小麟 1,456,439 0.66 无 境内自然人

邹本新 1,421,833 0.64 无 境内自然人

朱建平 1,421,26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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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凤仙 57,532,541 人民币普通股 57,532,541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49,011,099 人民币普通股 49,011,099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00,000

蒋达伟 9,824,920 人民币普通股 9,824,920

储一平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陈有舵 3,286,640 人民币普通股 3,286,640

林鼎渊 1,471,077 人民币普通股 1,471,077

邹小麟 1,456,439 人民币普通股 1,456,439

邹本新 1,421,833 人民币普通股 1,421,833

朱建平 1,421,260 人民币普通股 1,421,2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卢凤仙女士与蒋达伟先生系母子关系。除前述关系外，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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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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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83,929,522.84 306,410,341.92 -39.97%

主要是由于支付采购原材料金额增加和增

加了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90,024,578.96 50,535,350.47 78.14%

主要是由于客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188,582.21 4,187,377.54 -95.50%

主要是由于2020年期末的应收出口退税收

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11,279.00 8,889,997.47 -67.25%

主要是由于列表本项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488,097.78 6,792,334.39 -63.37% 主要是由于公司薪酬发放政策调整所致。

应缴税费 2,050,658.69 295,238.70 594.58% 主要是由于列表本项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它应付款 9,012.94 81,215.87 -88.90%

主要是由于支付报销费用，个人往来减少所

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87,850,884.95 246,470,577.19 57.36%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疫情防控生产销售减

少，本期生产销售恢复正常所致。

营业成本 329,518,516.76 206,917,389.19 59.25% 主要是由于销售增长，成本相应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8,057,274.19 5,113,270.45 57.58%

主要是由于销售增长，销售费用相应增长所

致。

研发费用 8,966,524.96 4,917,651.97 82.33% 主要是由于研发材料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389,475.35 -3,381,438.27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影响所

致。

其他收益 557,159.58 86,000.00 547.8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贴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41,213.70 232,704.74 -82.29%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理财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455,009.92 1,780,314.39 -125.56%

主要是由于本期客户支付销售货款未到期

承兑汇票增加，计提信用减值准备金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23,535.63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没有处置固定资产，未

产生损失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2,072.05 967,957.74 -48.13%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其他非经营性支出减

少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217,984,234.04 158,332,514.07 37.67%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销售较上年同期增长

相应回收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318,650.51 6,022,452.57 187.57%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到的出口退税较上

期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39,299,453.74 50,024,649.78 178.4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到期应付票据增

加致票据保证金释放金额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299,238,366.21 100,375,344.05 198.12%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销售增加相应的支付

采购原材料金额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99,603.02 9,653,898.22 -56.50%

主要是由于在该科目列报的所得税上期包

含应年度汇缴的税金而本期已预交导致所

得税应交税额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5,227,868.18 70,214,143.33 64.11%

主要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内原材料采购应付

票据支付增加导致承兑汇票保证金相应增

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1,213.70 232,704.74 -82.29%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理财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7,000.00 -100.00%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未有处置固定资产没有

收益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4,000,000.00 83,000,000.00 -83.13%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理财产品到期收

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08,858.60 3,913,970.14 -58.89%

主要是由于2020年募投项目已结项，本期支

付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1,500,000.00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公司参与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开展对外投资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4,000,000.00 210,000,000.00 -93.33%

主要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内使用自有资金购

买低风险理财或结构性产品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07,170.14 1,514,853.08 -107.07%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

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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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达伟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3519� � � � � � � � �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7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3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

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2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的监事1人。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敏女士主

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内

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19� � � � � � � �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3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3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的董

事4人。会议由董事长蒋达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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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继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葛春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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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9,782,448.94 2,181,623,141.07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9,882,665.11 1,344,329,209.07 1.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380,646.45 31,982,353.56 -1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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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579,154.27 307,663,599.80 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53,456.04 7,817,843.52 9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

净利润

15,094,474.31 7,778,276.72 94.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0 0.601 增加0.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 0.02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 0.0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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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231.13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50.60 -

合计 458,98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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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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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122,500,000 34.87 0 冻结 84,300,000 国有法人

胡卫良 7,070,500 2.01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姚督生 4,480,002 1.2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胡志平 2,787,300 0.7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杨日红 1,318,701 0.3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程从兴 1,250,000 0.3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李彤 1,053,800 0.3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楼浩富 1,050,000 0.3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闫石 1,008,900 0.2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张忠芹 1,000,000 0.2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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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12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500,000

胡卫良 7,0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070,500

姚督生 4,480,002 人民币普通股 4,480,002

胡志平 2,78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7,300

杨日红 1,318,701 人民币普通股 1,318,701

程从兴 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

李彤 1,05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3,800

楼浩富 1,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

闫石 1,00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900

张忠芹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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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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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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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0,956.87 15,100.75 5856.12 38.78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882.85 6,586.46 3,296.40 50.05 主要系本期采购木浆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40.47 978.00 -337.54 -34.51 主要系本期收回履约保证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80.70 662.37 718.33 108.45 主要系本期计提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1,755.10 3,926.86 -2,171.76 -55.31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应交增值税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319.23 2,251.64 -932.41 -41.41 主要系本期支付土地租赁费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218.87 1,038.69 -819.82 -78.93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销售费用中的运费

列报至营业成本所致。

税金及附加 906.21 311.62 594.60 190.81 主要系本期计提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所致。

管理费用 3,277.00 2,145.91 1,131.09 52.71 主要系本期计提工资以及土地租赁费所致。

财务费用 552.36 852.46 -300.10 -35.20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升值，取得汇兑收益所致。

投资收益 - -77.44 77.4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38.06 3,198.24 -4,236.30 -132.46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增加以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3.96 -286.49 -217.4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82.14 -579.18 7,961.3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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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计122,500,000股，其

中84,300,000股被司法冻结， 占公司总股本24.00%， 占其持股数量比例

68.82%。（详见公司临 2020-021公告）

2020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民丰集团转来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03民初2733号)。 判决如下：

1.�被告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

市中小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剩余应收账款380,238,403.22元；

2.�被告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

市中小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以380,238,403.22元为基

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19

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3.�被告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

市中小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保全担保费161,601.32元；

4.�驳回原告深圳市中小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到上述判决书之后， 已在规定时间内向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详见公司临2020-033公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冻结事项的司法程序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1.7�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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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继华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6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华鑫股份

公司代码：6035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立霸股份

公司代码：6002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民丰特纸

公司代码：6053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蓝天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