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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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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永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鲁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明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45,525,587.73 863,291,826.18 3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160,824.09 -20,602,334.41 4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3,166,022.42 -21,487,080.81 39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889,319.56 -70,042,080.62 265.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2 4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2 4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0.61% 2.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368,464,999.06 4,306,175,297.29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08,661,389.86 3,042,705,492.14 2.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25,006.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36,1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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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49.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4,053.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1,152.46

合计 1,994,801.6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6,8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34%

361,048,

878

0 质 押

180,343,

900

UBS���AG 境外法人 1.14% 10,177,844 0 0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保宁新兴市

场基金（美国）

境外法人 0.84% 7,528,700 0 0

顾诵华 境内自然人 0.81% 7,214,526 0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

连－行业配置

其 他 0.61% 5,464,200 0 0

应一城 境内自然人 0.52% 4,631,500 0 0

深圳海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之源增益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 他 0.43% 3,826,871 0 0

方 斌 境内自然人 0.42% 3,750,000 0 0

王光坤 境内自然人 0.40% 3,618,000 0 0

深圳海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之源展霆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 他 0.37% 3,353,100 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361,048,878 人民币普通股

361,048,

878

UBS���AG 10,177,844 人民币普通股 10,177,844

保宁资本有限公司－保宁新兴市场基金（美国） 7,5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7,528,700

顾诵华 7,214,526 人民币普通股 7,214,52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5,4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4,200

应一城 4,631,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31,500

深圳海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之源增益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826,871 人民币普通股 3,826,871

方 斌 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000

王光坤 3,6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8,000

深圳海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之源展霆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35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5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山东海化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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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源增益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海之源展霆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同为深圳海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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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或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69,137,189.55 12,590,000.60

2037.71

%

主要系本期赊销金额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098,849.32 0.00 主要系本期投资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58,200.01 9,313,148.18 -80.05% 主要系本期留抵增值税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46,928,794.53 34,535,336.36 35.89% 主要系本期投资项目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80,000,000.00

141,000,

000.00

98.58% 主要系本期办理银行承兑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0,237,440.40 7,014,180.44 473.66%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1,145,525,

587.73

863,291,826.18 32.69%

主要是本期主导产品纯碱销量增加、 销价升高所

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6,747,899.95 13,492,623.11 98.24% 主要系本期资源税及增值税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35,120,954.43 26,890,109.93 30.61% 主要系本期氯化钙厂停车，停车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955,131.65 -3,374,617.30 42.06%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

失以“-” 号填列）

-14,071,854.11 -6,992,626.36 101.24%

主要系本期纯碱及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

失以“-” 号填列）

-299,671.07 165,506.32 281.06%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23,710,278.46 -7,114,790.64 433.25% 主要系本期利润盈利，同期亏损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5,889,319.56

-70,042,

080.62

265.46%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637,414.58 -8,414,472.78

-382.

95%

主要系本期投资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75,251,904.98

-78,456,

553.40

195.92%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

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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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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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000 4,000 0

合 计 4,000 4,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

况索引

2021.01.01

���---

2021.03.3

1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1．公司所属行业情况及发展

趋势；

2．未提供材料。

无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22� � � � �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2021-028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马东宁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7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马东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在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时，马东宁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有关规定，马东宁先生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马东宁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

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2111928153。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以下存在异议声明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门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安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郝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6,966,597.42 118,458,167.43 3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02,026.33 4,316,754.24 2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117,487.91 2,327,591.13 7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386,778.78 -113,341,412.72 7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7 0.0106 29.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7 0.0106 2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0.36% 0.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218,485,187.91 2,235,049,519.50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06,215,192.59 1,300,613,166.26 0.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396.7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34,372.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599.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9,830.99

合计 1,484,538.4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2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7% 198,854,344

长春净月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

区智慧城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05% 28,785,379

吴建会 境内自然人 0.99% 4,057,200

任明 境内自然人 0.59% 2,390,850

谢春雨 境内自然人 0.30% 1,236,540

李培彦 境内自然人 0.25% 1,008,2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达中

证人工智能主

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6% 645,800

林佩青 境内自然人 0.15% 593,903

吴建艇 境内自然人 0.12% 492,509

谢剑锋 境内自然人 0.12% 485,000

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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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98,854,344 人民币普通股 198,854,344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智

慧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8,785,379 人民币普通股 28,785,379

吴建会 4,0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7,200

任明 2,390,850 人民币普通股 2,390,850

谢春雨 1,236,540 人民币普通股 1,236,540

李培彦 1,0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45,800 人民币普通股 645,800

林佩青 593,903 人民币普通股 593,903

吴建艇 492,509 人民币普通股 492,509

谢剑锋 4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有关联关系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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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3,953.01万元，较期初余额增长51.02%，主要是由于预付经营款项增加。

2.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2,083.54万元，较期初余额减少35.33%，主要是由于按净额法确认收

入时，用于核算应支付给提供该特定商品的其他方的价款本报告期减少。

3.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261.01万元，较期初余额增长43.50%，主要是由于本期“基于宽带移动

互联网的智能汽车和智慧交通应用示范” 项目投入导致。

4.使用权资产期末余额为110.83万元，较期初余额增长100.00%，主要是由于公司2021年起执

行新租赁准则，即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使用权

资产” 是指承租人可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期末余额110.83万元主要是租赁负债的初始

计量金额。

5.预收款项期末余额为14.47万元，较期初余额减少56.36%，主要因为预收房屋租赁款转收入。

6.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1,316.76万元，较期初余额减少61.56%。 主要是由于年初缴纳了上年年

末应交增值税。

7.租赁负债期末余额为102.16万元，较期初余额增长100.00%，主要是由于公司2021年起执行

新租赁准则，即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 “租赁负

债” 期末余额102.16万元，是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行初始计量。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为15,696.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51%；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为13,

107.6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4.90%。 主要是因为一季度公司围绕经营目标快速推进各项工作开

展，优化产品结构加快项目验收进度，即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显著增长。

2.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为-367.1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5.72%，是由于一季度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增加。

3.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279.0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1.44%，主要由于冲减其他应收

款坏帐准备导致。

4.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14.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是由于计提1季度合

同资产减值损失。

5.资产处置收益本期发生额为0.34万元，主要是本年度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收益。

6.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为3.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08.53%，主要是由于本年度将无法支付

的应付款项3.09万元进行核销，核销时计入“营业外收入” 科目。

7.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为0.8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3.59%，主要是固定资产毁损报废产生

的损失。

8.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为140.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6.64%，主要是由于计提所得税费用

增加导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738.68万元，同比上期增加了75.84%，主要是由于加大应

收账款催收力度，加速资金回笼。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23.92万元，同比上期减少了2,095.27%，主要是由于本期

存入定期存款导致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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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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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门欣

2021年4月28日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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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洪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建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翠梅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34,006,251 805,715,048 4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6,745,340 234,499,910 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80,760,222 225,980,141 2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4,895,523 -118,493,69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4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4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2.23% 0.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456,572,813 13,102,481,541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39,609,394 10,267,832,644 2.6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2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54,0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95,6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39,9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312

合计 5,985,1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53,5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40

%

345,473,

856

0 — —

GAOLING�FUND,L.P. 境外法人 3.08%

21,090,

219

0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

11,966,

365

0 — —

BBH�BOS�S/A�FIDELITY�FD�-�CHINA�

FOCUS�FD

境外法人 1.61%

11,015,

226

0 — —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

7,284,

152

0 — —

FIDELITY�PURITAN�TRUST:�FIDELITY�

SERIES�INTRINSIC�OPPORTUNITIES�

FUND

境外法人 0.93%

6,350,

762

0 — —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0.78%

5,335,

545

0 — —

Haitong�International�Securities�Company�

Limited-Account�Client

境外法人 0.70%

4,789,

387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9%

4,761,

200

0 — —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4,284,

707

0 —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345,473,856 人民币普通股 345,473,856

GAOLING�FUND,L.P. 21,090,219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090,2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966,365 人民币普通股 11,966,365

BBH�BOS�S/A�FIDELITY�FD�-�CHINA�FOCUS�FD 11,015,22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015,226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7,284,152 境内上市外资股 7,284,152

FIDELITY�PURITAN�TRUST:�FIDELITY�SERIES�

INTRINSIC�OPPORTUNITIES�FUND

6,350,762 境内上市外资股 6,350,762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5,335,545 境内上市外资股 5,335,545

Haitong�International�Securities�Company�

Limited-Account�Client

4,789,387 境内上市外资股 4,789,3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1,20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4,284,707 境内上市外资股 4,284,7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与9位流通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较期初，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增长19.58%，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产品收到货币资

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增长21.55%，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产品收取应收票据所致； 预付款项下降

66.89%， 主要是期初预付的采购原料等的货款完成采购和结算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下降

33.67%，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到期的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合并利润报表中：营业收入增长40.75%，营业成本增长51.55%，税金及附加

增长45.50%，净利润增长21.70%，主要是报告期内产品销量增长所致；销售费用增长79.84%，主要是公

司加大了营销投入所致；财务费用增长58.18%，主要是2021年度执行新租赁准则，融资费用摊销计入财

务费用所致。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长44.02%，主要是报

告期内销售产品收到货币资金增长所致；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长49.85%，主要是支付用于

营销投入的现金增长所致；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下降97.29%，主要是取得的银行借款下降所致；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下降80.79%，主要是用于偿还银行借款的现金下降所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大幅

度增长（由负数转为正数），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增长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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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烟台张裕

集团有限

公司

解决同

业竞争

非同业竞争

1997 年

05月 18

日

无限期 一直在履行

烟台张裕

集团有限

公司

明确商

标使用

费用途

根据《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每年

由本公司支付给烟台张裕集团有

限公司的张裕等商标使用费由烟

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用于宣

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

1997 年

05月 18

日

1997 年 5

月18日至

2019 年 4

月4日

根据《商标许可使

用合同》， 烟台张

裕集团有限公司每

年收取的商标使用

费主要用于宣传张

裕等商标和本合同

产品。 除2013年至

2017年，未严格履

行承诺外, 烟台张

裕集团有限公司一

直在履行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烟台张裕

集团有限

公司

补偿未

履行的

承诺

将此前未按承诺用于张裕商标和

产品宣传的231,768,615元以应

收取的2019至2022年4个年度的

商标使用费予以抵顶， 如有不足

则不足部分在2023年一次性补

齐， 如有多余则从出现多余的年

度开始收取多余部分的商标使用

费。

2019 年

04月 04

日

2019 年 4

月 4 日 至

2023年12

月31日

一直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按《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约定，张裕集团承诺每年由本公司支付给张裕集

团的商标使用费由张裕集团主要用于宣传本商标和本合同产品。 但上述“主要” 二字不是明确的

数字，在执行过程由于理解不一致，容易产生分歧，导致合同执行出现问题。

张裕集团2013年至2017年共收取商标使用费420,883,902元, 其中51%应用于宣传张裕等

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214,650,790元，已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50,025,

181元， 差额164,625,609元；2018年和2019年已收取2017年和2018年商标使用费155,623,907

元，其中51%应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79,368,193元，已用于宣传张裕等商标

和本合同产品金额为12,225,187元，差额67,143,006元。 2013年至2018年，张裕集团应用于宣

传张裕等商标和本合同产品的商标使用费差额累计231,768,615元。 张裕集团承诺：将上述差额

以应收取的2019至2022年4个年度的商标使用费予以抵顶， 如有不足则不足部分在2023年一次

性补齐，如有多余则从出现多余的年度开始收取多余部分的商标使用费。

若张裕集团因各种原因导致无法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及时督促张裕集团履行承诺，并要

求其采取向银行借款、变卖资产及股权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履行承诺。

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2019年4月4日披露的《关于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的

公告》。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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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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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詹谏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建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冲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77,960,546.27 397,046,581.21 7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777,157.21 48,125,154.57 4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7,769,283.27 48,828,820.34 38.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994,538.45 13,185,225.01 30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30 0.1636 48.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29 0.1629 4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3% 2.73% 0.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992,405,748.35 2,831,770,858.44 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6,105,869.57 2,024,092,359.56 3.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3.69 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89,421.47

计入本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含

增值税进项加计扣除及财政

贴息）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56,578.49 结构性存款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820.46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之和

减：所得税影响额 707,271.87

合计 4,007,873.9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0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莞市南兴实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61% 111,129,993 0 质押 55,001,780

厦门星思惠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7% 18,526,115 18,526,115

詹任宁 境内自然人 4.81% 14,199,973 10,649,980 质押 5,787,873

林旺荣 境内自然人 4.81% 14,199,973 10,649,980 质押 9,000,712

林旺南 境内自然人 3.19% 9,421,270 0

郑佑斌 境内自然人 2.98% 8,805,875 0

厦门唯联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6% 8,759,799 8,759,799

詹谏醒 境内自然人 2.09% 6,173,814 4,630,360

东莞市纬诚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 4,831,518 0

杨建林 境内自然人 0.43% 1,278,024 958,517

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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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11,129,993 人民币普通股 111,129,993

林旺南 9,421,270 人民币普通股 9,421,270

郑佑斌 8,805,875 人民币普通股 8,805,875

东莞市纬诚贸易有限公司 4,831,518 人民币普通股 4,831,518

詹任宁 3,549,993 人民币普通股 3,549,993

林旺荣 3,549,993 人民币普通股 3,549,993

詹谏醒 1,543,454 人民币普通股 1,543,454

东莞市宏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唯一互联网信息安全产业

发展基金

1,206,828 人民币普通股 1,206,828

广东俊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71,762 人民币普通股 1,171,762

安徽中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珏CTA三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74,199 人民币普通股 974,1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林旺南与詹谏醒为夫妻关系，为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詹任宁与詹谏醒为兄妹关系，林旺南与林旺荣为兄弟关系。

3、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星思惠和厦门唯联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唯联为王宇杰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东莞市纬诚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309,754股，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521,764股，实际合计持有4,831,518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

目

2020年12月31

日

2021年3月31

日

变动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5,038.46 46,725.39

11,

686.93

33.35%

主要是唯一网络的互联网头部客户业务量大幅度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86.38 1,431.03

1,

044.66

270.37

%

主要是支付保证金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729.50 1,329.50 600.00 82.25%

主要是增资常州闻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600万

在建工程 13,988.44 18,073.35

4,

084.90

29.20%

主要是本期南兴沙田绿色工业云数据产业基地投

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2,580.01 4,922.35

2,

342.33

90.79% 主要是预付购买设备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5,260.02 10,345.81

5,

085.79

96.69% 主要是收到客户定金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21年1-3月 变动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9,704.66 67,796.05

28,

091.40

70.75%

主要是专用设备和IDC业务收入均有较大幅度的

增长

营业成本 29,455.77 51,938.35

22,

482.58

76.33%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97.66 201.40 103.74

106.23

%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应交税金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572.73 1,098.42 525.69 91.79%

主要是上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导致业务量减

少，报告期较上年同期业务量大幅增长，费用支出

大幅增长

管理费用 1,620.04 2,532.96 912.92 56.35%

主要是上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导致业务量减

少，报告期较上年同期业务量大幅增长，费用支出

大幅增长

研发费用 1,630.63 3,187.86

1,

557.23

95.50% 主要是报告期内加大产品研发投入

其他收益 171.98 388.94 216.96

126.15

%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52.35 85.66 33.30 63.61% 主要是银行结构性存款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302.11 3.18 -298.93

-98.

95%

主要是上年同期向湖北省红十字会捐款300万元

用于新冠疫情防控

所得税费用 745.14 1,183.63 438.49 58.85% 主要是营业利润增长，企业所得税相应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

目

2020年1-3月 2021年1-3月 变动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18.52 5,399.45

4,

080.93

309.51

%

主要是专用设备及IDC综合服务的业务大幅增加，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12.49 -13,363.24

-9,

850.75

-280.

45%

主要是本期南兴沙田绿色工业云数据产业基地投

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02.85 -301.81

-2,

204.66

-115.

86%

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贷款比上期减少, 而且偿还

部分本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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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公司收到了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建林先生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杨建林先生计划自2021年1月13

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不少于100万股。 杨建林先生于2021年2月25日、2021年2

月26日累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约35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

月13日、2021年4月1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增持股份

2021年0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4）

2021年04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期限过半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313,375,531.32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利用自有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64,342,845.77元；募集资金到位后至2020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98,288,815.30元；本期使用募集资金15,086,716.02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募集资金

余额为人民币16,241,545.55元。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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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1,000 9,000 0

合计 21,000 9,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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