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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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任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治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宪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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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645,351.59  1,528,038,819.13  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1,212,541.80 1,227,809,466.58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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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6,048.14 52,157,055.40 -1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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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141,901.90  233,865,639.15  2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21,252.26  12,656,715.49  31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738,696.79  11,350,532.54 35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1.1 增加 3.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8 3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8 3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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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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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39,570.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647.8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2,923.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25.85  

所得税影响额 -223,410.95   

合计 1,282,5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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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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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任靖 60,490,000 40.2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唐山元亨科技有限公

司 
38,500,000 25.64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贺东 4,046,000 2.6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宽清 2,896,400 1.93 0 质押 2,000,000 境内自然人 

海镒永鑫（珠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1,673,500 1.11 0 无  其他 

国泰基金－上海银行

－国泰优选配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550,000 1.03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诺安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745 0.87 0 无  其他 

万柏峰 714,400 0.48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慧 563,600 0.38 0 无  未知 

钟学艳 505,800 0.34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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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任靖 60,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490,000 

唐山元亨科技有限公司 38,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00,000 

陈贺东 4,0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46,000 

刘宽清 2,89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6,400 

海镒永鑫（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7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3,500 

国泰基金－上海银行－国泰优选配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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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745 人民币普通股 1,300,745 

万柏峰 714,400 人民币普通股 714,400 

陈慧 563,600 人民币普通股 563,600 

钟学艳 505,8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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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67,716,812.26  42,049,440.34  61.04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应收账款有所增加 

预付款项 12,755,620.63  5,414,732.00  135.57  主要系原材料预付款有所增加 

存货 88,449,465.37  60,745,643.28  45.61  主要系本期库存原料有所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063,096.73  60,395,459.50  39.19  主要系工程及设备预付款有所增加 

应付票据 88,164,409.86  63,399,759.03  39.06  主要系本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有所增加 

应交税费 13,652,922.73  6,030,306.42  126.41  主要系本期期末应交所得税有所增加 

其他应付款 3,041,849.25 5,156,979.84  -41.01 主要系本期退投标保证金等 

其他流动负债 3,409,117.12 9,685,529.87 -64.80 主要系已背书未到期承兑有所减少 

长期借款 131,000,000.00 70,076,999.99 86.94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唐山三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孚新材料”）取得银行贷款有所增加 

 

 

2、 利润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677,508.51 2,695,513.38 36.4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有所增加 

销售费用 2,405,993.19 22,234,107.93 -89.18  主要系按照新收入准则，对运费的报表列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6 

 

示做出调整 

管理费用 16,321,327.51 8,851,988.84 84.38  
主要系三孚新材料筹建期间管理费用有所

增加 

研发费用 715,101.29 7,803,438.51 -90.84  主要系本期研发项目较去年同期推迟投入 

财务费用 -395,381.23 -2,447,018.19 83.84  主要受利息收入及汇率变动影响 

其他收益 253,173.45 126,500.01 100.14  
主要系本期与高纯四氯化硅二期项目资产

相关的递延收益开始分期确认 

信用减值损失 -1,519,990.81 -921,764.55 -64.90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余额增加，补提坏账

准备 

营业外收入 119,747.87 260,845.28 -54.0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有所减少 

营业外支出 2,100.00 372.60 463.61  主要系上年同期基数较小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

合收益总额 
-1,768,574.41 -173,566.52 -918.96  

主要系三孚新材料处于筹建期损益变化所

引起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8 337.50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8 337.50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 

 

 

3、 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757,370.46 4,065,090.97 -32.17  

主要系本期收到利息收入较去年

有所降低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121,841.66 8,012,564.71 151.13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增值税、所得税

有所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2,110,000.00 100,000,000.00 82.11  
主要系本期到期赎回的结构性存

款产品金额有所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89,669,656.98 15,014,315.45 497.23  
主要系三孚新材料处于筹建期，建

设投资额较大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0,000,000.00 130,000,000.00 46.15  
主要系本期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

品有所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3,546,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自然人对公司控股子

公司按其持股比例实缴出资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1,000,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三孚新材料取得银行贷款

有所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176,233.33 0.00 100.00  

主要系三孚新材料支付银行贷款

利息有所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25,261.51 248,285.58 -89.83  主要受汇率波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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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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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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任靖 

日期 2021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