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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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铁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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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6,297,893.33 17,205,922,807.91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26,669,050.70 6,769,848,414.08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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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22,386.73 -281,007,9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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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881,972.28 420,466,434.57 6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737,104.72 138,886,192.61 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988,842.60 136,434,899.44 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2.12 增加 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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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0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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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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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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8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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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610.5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73,032.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347.47  

所得税影响额 -1,338,929.30  

合计 5,748,2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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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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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41,213,926 43.06 0 质押 287,02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萃锦投资有限公司 81,545,320 6.49 0 质押 81,545,319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安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542,108 6.0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61,491,696 4.89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516,772 4.2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翰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8,995,825 3.90 0 质押 48,295,824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32,253,164 2.5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程熏陶 10,500,000 0.8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姚军 10,193,165 0.81 0 质押 10,193,163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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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7,545,200 0.6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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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41,213,926 人民币普通股 541,213,926 

新疆萃锦投资有限公司 81,545,320 人民币普通股 81,545,320 

西安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542,108 人民币普通股 75,542,108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1,491,696 人民币普通股 61,491,69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3,516,772 人民币普通股 53,516,772 

新疆翰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8,995,825 人民币普通股 48,995,825 

新疆广汇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32,253,164 人民币普通股 32,253,164 

程熏陶 1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0 

姚军 10,193,165 人民币普通股 10,193,1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7,545,200 人民币普通股 7,54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广汇集团与广汇化建为一致行动人，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和前十名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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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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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及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末金额 上年年末金额 增减比率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4,477,709.65 600,241,903.51 -70.93% 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应收票据 2,653,932.49 6,663,432.49 -60.17% 票据到期收回 

应收账款 1,017,350,492.93 644,736,870.43 57.79% 应收货款增加 

预付款项 54,727,503.38 24,037,612.08 127.67% 预付租金和货款所致 

固定资产 253,361,626.80 34,812,548.02 627.79% 冷链项目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所致 

 

3.1.2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率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706,881,972.28 420,466,434.57 68.12% 房产项目确认收入较同期增加 

营业成本 409,743,348.58 172,759,080.88 137.18% 主要是确认收入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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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18,463,748.98 8,493,310.29 117.39% 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954,926.71 2,930,026.91 69.11%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及部分房产公司项

目贷款利息费用化综合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428,056.55 80,357.61 432.69% 个税手续费返还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87,477.19 9,788,554.80 -84.80% 理财产品核算口径差异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027,394.60    理财产品核算口径差异 

信用减值损失 -1,962,990.35 1,671,200.00 -217.46% 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93,799.86 437,272.50 173.01% 本期违约金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189.31 10,035,080.20 -99.90% 
主要是上期向红十字会捐赠新冠疫情捐款

1000万元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306,359.44 35,770,822.24 35.04%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971,996.21 -142,848.06 2880.57% 主要是本期非全资子公司盈利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率 情况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530,558.01   -342,887,279.03  217.69% 
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068,908.71   39,938,364.93  -618.47% 
主要是本期吸收投资和融资净

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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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土地储备情况 

单位：平方米 

序号 持有待开发土地的区域 
持有待开发

土地的面积 

规划计容

建筑面积 

是/否涉及合

作开发项目 

合作开发项目

涉及的面积 

合作开发项目

的权益占比(%) 

1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38,566.75 99,753.94 是 38,566.75 60 

2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15,517.30 54,327.56 是 15,517.30 60 

（2）房地产开发销售情况 

单位：平方米 

项目 经营业态 新签约面积 新签约金额（元） 新开工面积 已竣工面积 

广汇御园、CBD及美术

馆项目 
住宅及商业（含车位） 53,355.71 487,865,876.37 0 0 

汇茗城 住宅及商业 7,437.07 48,386,260.63 0 0 

汇悦城 住宅及商业 9,547.68 51,820,713.00 0 30,596.63 

颐景庭院 别墅、花园洋房 0  0  0  0  

御锦城 住宅及商业 22,652.87 240,782,273.00 0 0 

汇润城一、二期 住宅及商业（含车位） 15,891.03 111,976,480.6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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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茗轩 住宅及商业 456.09 4,024,730.00 0 0 

（3）房地产出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项目无出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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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铁军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