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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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益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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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6,626,910.18 2,538,560,985.17 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549,743,065.00 1,494,272,847.43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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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9,725.48 -35,068,302.86 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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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726,791.65 352,579,131.13 9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6,703,649.13 20,399,880.12 17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8,295,697.42 12,729,135.81 27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72 1.51 增加 2.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1 0.15 17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0 0.15 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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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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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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3,178.5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781,816.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5,657.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5,293.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822.39  

所得税影响额 -1,499,962.38  

合计 8,407,9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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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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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德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24,114,101 17.11 24,114,101 无  国有法人 

胡健 14,772,815 10.48 14,772,815 无  
境内自然

人 

宋凌 3,709,000 2.63 3,709,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王卫明 1,873,617 1.33 1,873,617 无  
境内自然

人 

金志好 1,785,483 1.27 1,785,483 无  
境内自然

人 

包江峰 1,649,620 1.17 1,649,620 无  
境内自然

人 

吴永根 1,567,330 1.11 1,567,330 无  
境内自然

人 

徐卫荣 1,341,056 0.95 1,341,056 无  
境内自然

人 

赵建标 1,341,056 0.95 1,341,056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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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笔文 1,082,925 0.77 1,08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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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利平 1,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000 

马建中 894,827 人民币普通股 894,827 

徐子松 662,702 人民币普通股 662,702 

陈清波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周夏生 5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500 

谭巍 556,300 人民币普通股 556,300 

王巧琴 534,100 人民币普通股 534,100 

孙辉 444,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500 

赵冬玲 37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600 

叶耕文 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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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3,678,282.50 2,726,235.00 34.92 
主要系本期质押用于开具

银行承兑金额增加 

应收账款 286,695,229.50 217,018,551.02 32.11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 

预付款项 63,476,543.05 47,780,090.62 32.85 
主要系预付原材料款项增

加 

其他应收款 1,012,000.58 1,561,412.79 -35.19 

主要系上期末建德市益宏

钢结构有限公司应收暂付

款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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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295,808,511.17 220,948,884.12 33.88 
主要系本期工程项目投入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790,821.35 25,561,932.31 -61.70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年末

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长期应付款 110,528,100.00 55,264,05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到新华基地

搬迁补偿款增加所致 

 

 

3.3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673,726,791.65 352,579,131.13 91.09 

主要系本期江苏基地全面

复产销售数量增加及销售

价格提高所致 

营业成本 549,195,533.73 285,806,934.39 92.16 

主要系本期江苏基地全面

复产销售数量增加及原材

料价格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 3,724,625.86 1,622,068.64 129.62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

加相应附加税费增加 

销售费用 3,787,113.04 12,024,790.03 -68.51 
主要系上期未将运输费用

转入“销售成本”所致。 

研发费用 21,921,733.13 10,461,810.77 109.54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2,068,814.50 764,228.63 170.71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减少

所致 

其他收益 6,488,472.11 2,810,591.99 130.86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766,389.27 7,092,091.41 -46.89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减少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229,645.71 -1,822,190.44 77.24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

导致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62,468.38 55,647.27 551.3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合同违

约金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831,603.98 2,400,226.11 392.94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应纳

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3.4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4,809,725.48 -35,068,302.86 84.81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减少

及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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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0,338,961.08 -22,648,391.36 -631.34 

主要系本期收到新华基地

搬迁补偿款及投资理财支

出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920,884.17 15,273,268.78 -178.05 

主要系本期偿还贷款支出

资金增加所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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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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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胡健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