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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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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曹德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向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丘永

年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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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22,816,663 38,423,625,184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28,004,468 21,594,517,508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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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7,993,567 870,222,855 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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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5,966,779 4,170,497,650 3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5,254,275 459,956,420 8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2,965,270 380,185,709 113.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 2.13 增加 1.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18 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18 88.89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70,596.6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82%；实现利润总

额人民币103,528.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7.82%。若扣除下述不可比因素－汇兑损益，本报告期

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02.79%： 

（1）本报告期汇兑损失人民币 7,032.38万元，上年同期汇兑收益人民币 7,168.47万元，使

本报告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 14,200.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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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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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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8,89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03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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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761,5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9,919  

所得税影响额 -7,484,313  

合计 42,28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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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21年 3月 31 日，本公司股东总数为：A股股东 184,315名，H股登记股东 45名，合计

184,360名。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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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491,747,159 19.60  未知  未知 

三益发展有限公司 390,578,816 15.57  无  境外法人 

河仁慈善基金会 215,089,084 8.5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0,056,918 7.18  未知  未知 

白永丽 34,653,315 1.38  未知  未知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 34,277,742 1.37  质押 24,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259,677 1.33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8,095,485 1.12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598,300 0.98  未知  未知 

李海清 21,922,159 0.87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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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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491,747,159 境外上市外资股 491,747,159 

三益发展有限公司 390,578,816 人民币普通股 390,578,816 

河仁慈善基金会 215,089,084 人民币普通股 215,089,08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0,056,918 人民币普通股 180,056,918 

白永丽 34,653,315 人民币普通股 34,653,315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 34,277,742 人民币普通股 34,277,74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259,677 人民币普通股 33,259,67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8,095,485 人民币普通股 28,095,48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59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98,300 

李海清 21,922,159 人民币普通股 21,922,1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三益发展有限公司与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同一家庭成员。其余 8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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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H 股存放于香

港联交所旗下的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内，并以香港联交所全资附属成员机构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名义登记的股份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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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其他流动资产 138,319,556 252,804,600 -114,485,044 -45.29 

衍生金融负债 10,536,398 795,244 9,741,154 1,224.93 

应付职工薪酬 338,030,488 489,357,281 -151,326,793 -30.92 

其他流动负债 0 303,131,507 -303,131,507 -100.00 

 

a、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是因为期末留抵的增值税额减少所致。 

b、衍生金融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新增卖出外汇看涨期权以及部分未到期交割的货币互换

合约因汇率波动估算为未实现损失所致。 

c、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因为上年预提的年终奖金于本报告期发放所致。 

d、其他流动负债减少是因为本报告期偿还到期的超短期融资券本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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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报告期，公司利润表主要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5,705,966,779 4,170,497,650 1,535,469,129 36.82 

销售费用 416,077,341 313,487,604 102,589,737 32.73 

研发费用 235,831,188 150,859,577 84,971,611 56.32 

财务费用 116,401,754 -58,939,457 175,341,211 297.49 

其他收益 36,258,893 78,529,255 -42,270,362 -53.83 

投资收益 -556,542 17,219,138 -17,775,680 -103.2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20,088 -11,301,098 10,781,010 95.40 

营业外收入 51,748,109 4,272,905 47,475,204 1,111.08 

营业外支出 46,421,300 1,831,485 44,589,815 2,434.63 

注：上表中“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表示。 

 

a、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因为汽车市场复苏以及公司加大营销力度所致。 

b、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运费及包装费等费用增加所致。 

c、研发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进一步加强研发项目管理，持续研发创新，推动公司技术升级及

产品附加值提升。 

d、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因汇率波动产生汇兑损失人民币 0.70 亿元，上年同期汇兑

收益人民币 0.72亿元。 

e、其他收益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f、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收到保本型结构性存款利息所致。 

g、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减少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未到期交割的远期结汇合约因汇率波动估算为未实

现损失所致。 

h、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广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收到去年水灾保险赔款所致。 

i、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广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清理去年水灾损失所致。 

 

3.1.3公司现金流量主要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收到的税费返还 75,505,324 44,720,076 30,785,248 68.8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9,642,174 173,451,200 -73,809,026 -42.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0,180,924 312,403,384 137,777,540 44.1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 878,634,241 -878,634,241 -1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11,060,208 286,512,908 224,547,300 78.3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320,755 0 11,320,755 1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 1,450,000,000 -1,450,000,000 -1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32,268,502 4,575,627,244 -1,543,358,742 -33.7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 2,100,000,000 -2,100,000,000 -1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362,234,524 3,552,340,143 -1,190,105,619 -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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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收到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b、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c、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支付的所得税及增值税增加所致。 

d、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收回保本型结构性存款到期本息所

致。 

e、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资本性支出增加

所致。 

f、投资支付的现金为购买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的相关支出。 

g、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办理保本型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h、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增加，减少外部借款所致。 

i、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是因为上年同期发行四期共计人民币 15亿元的超短期融

资券以及发行一期人民币 6亿元的中期票据所致。 

j、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需到期偿还的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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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扩大H股投资者基础及优化本公司资本结构等，董事局于2021年1月8日通过议案，本公司拟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增发并向合格投资者配售不超过101,126,240股H股，本次发行将根据特

别授权发行。本公司已于2021年2月26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有关本次发行的决议案已获得临时股东大会和类别股

东大会的批准。 

2021年3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0503）。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提交的关于本公司

新增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H股发行”）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

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公司本次H股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的核准和/

或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继续推进发行工作。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 

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其他

承诺 
分红 

福耀玻

璃工业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 证 券 时 报 》 、 上 交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及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上日期为 2018年 5

月 12 日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三年（2018-2020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承诺公布日期：

2018 年 5 月 12

日，承诺履行期

限：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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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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德旺 

日期 2021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