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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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继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郭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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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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931,657.11 1,042,442,161.46 1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534,673.47 96,887,320.74 1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2,285,898.62 94,269,674.30 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407,754.91 18,388,251.10 -738.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 0.08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 0.08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2.51%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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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8,030,860.89 6,199,951,172.63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30,977,765.18 4,119,160,218.95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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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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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3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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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8,196.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4,990.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48,889.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7,325.83  

合计 9,248,77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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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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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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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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继增 境内自然人 24.12% 287,183,872 215,387,904 质押 60,000,000 

牛俊高 境内自然人 3.97% 47,275,708 35,456,781   

张广智 境内自然人 3.34% 39,820,076 13,914,042   

李苗春 境内自然人 2.94% 35,029,686 10,626,902   

北京利尔高温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23,600,000 0   

赵世杰 境内自然人 1.50% 17,833,600 11,119,856   

郝不景 境内自然人 1.34% 15,926,136 11,446,908   

程国安 境内自然人 1.27% 15,116,491 0   

李胜男 境内自然人 1.10% 13,144,400 0 冻结 8,723,400 

汪正峰 境内自然人 1.07% 12,704,642 9,52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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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继增 71,795,968 人民币普通股 71,795,968 

张广智 25,906,034 人民币普通股 25,906,034 

李苗春 24,402,784 人民币普通股 24,402,78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0,000 

程国安 15,116,491 人民币普通股 15,116,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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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胜男 13,14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44,400 

牛俊高 11,818,927 人民币普通股 11,818,927 

李雅君 11,338,061 人民币普通股 11,338,061 

张乐 9,787,395 人民币普通股 9,787,395 

陈根财 8,504,381 人民币普通股 8,504,3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程国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116,491 股，股东张乐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9,78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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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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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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元） 去年末余额（元） 变动金额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43,838,300.59 487,497,241.90 -143,658,941.31 -29.47% 

主要系报告期末银

行理财产品规模降

低所致 

应收账款 1,577,817,930.86 1,181,724,619.72 396,093,311.14 33.52% 
主要系本报告期回

款率较低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7,935,966.80 77,273,368.93 -29,337,402.13 -37.97% 

主要系报告期末留

抵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111,743,580.79 57,314,803.64 54,428,777.15 94.96% 
主要系子公司在建

工程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7,970,490.00 0.00 47,970,49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

美元贷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10,371.02 -3,839,379.21 4,149,750.23 108.08%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

入减少及贷款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5,627,396.09 727,480.91 4,899,915.18 673.5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

收到与日常经营相

关的政府补助金额

较大所致 

投资收益 2,476,516.73 3,872,874.08 -1,396,357.35 -36.05%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

益减少，贴现支出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4,591,851.58 -12,805,519.59 -11,786,331.99 92.04%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

项和应收票据计提

的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475,658.48 789,868.41 -314,209.93 -39.78%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

日常经营无关的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35,024.72 1,211,337.90 -776,313.18 -64.09% 
主要系去年同期疫

情捐款支出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117,407,754.91 18,388,251.10 -135,796,006.01 -738.49% 主要系本期回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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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较低，销售收现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112,777.00 4,525,201.52 82,587,575.48 1825.06%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

品净收回金额较大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26,198.17 -50,312,010.25 46,485,812.08 92.40% 

主要系本期信用证

贴现融资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4,202,919.04 -23,526,423.13 -10,676,495.91 -45.38%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较

上期增减变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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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1月16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利尔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

<北京利尔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变更等

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1年3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北

京利尔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基于当前政策与市场环境、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意愿以及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信心，公司拟对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要素相应进行变更。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本次变更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权限范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过户或购买公司股票。 

2、公司于2021年3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事宜。公司拟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8,829万股（含本数），赵继增先生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该事项已经2021年3月22日

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回购公司股份 2021 年 03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4） 

非公开发行股份 

2021 年 03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2021 年 03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0） 

员工持股计划 2021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北京利尔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2021 修订》、《关于变更北京利尔第一期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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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5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

案》，拟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2500万股，且不高于5000万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50元/股，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详见2020年5月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3,6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98%，最高成交价为5.1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9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96,680,099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公司2021年3月4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由于公司需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根据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不得发行股份，并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公司现金流水平，

为保证公司运营资金充足，以支撑业务拓展所需，同意终止实施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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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胜男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

后，本人及本人投资、控制，或担任董事、

高管的公司，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北京利

尔的股份期间，将尽可能减少与北京利尔之

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

的关联交易时，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

北京利尔的《公司章程》规定进行操作。同

时，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关联交易的定

价将严格遵守市场价的原则，没有市场价的

交易价格将由双方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平

等协商确定。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2 年 12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了承诺 

李胜男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本人在本次

交易之前除投资辽宁中兴外，未投资或控制

2012 年 12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了承诺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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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利尔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同业竞争的

业务的法人或组织，也未从事与北京利尔及

其控股子公司有同业竞争的业务。2、本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也不投资或控制与北京

利尔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同业竞争的法人或

组织，以及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及其控股子公

司有同业竞争的业务。3、本人及本人投资、

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公司不会从事任

何与北京利尔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或未来

所从事的业务相同或相似、发生或可能发生

竞争的业务。 

李胜男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1、保证

上市公司人员独立。保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

营与管理完全独立于本人。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保证上

市公司的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不在

本人投资、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公司兼

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或领取薪酬。保

证本人向上市公司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

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2、保证上市公

司资产独立。保证上市公司与本人之间的产

权关系明确，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拥有完整

的所有权，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保证上

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人或本人投

资、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公司占用的情

形。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保证上

市公司继续独立运作其已建立的财务部门、

财务核算体系、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对分公

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上市公司

保持其独立的银行帐户。保证上市公司的财

务人员不在本人投资、控制或担任董事、高

管的公司兼职。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

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4、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保证上市公司建立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

机构。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保证不超越股

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

经营。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保证上

2012 年 12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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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

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

续经营的能力。保证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

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赵继增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

股份。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的 9%。3、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4、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

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

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24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

了承诺 

张广智、李苗春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

股份。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的 9%。3、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4、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

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

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23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

了承诺 

牛俊高、赵世

杰、郝不景、汪

正峰、张建超、

谭兴无、李洪

波、丰文祥、寇

志奇、何会敏、

周磊、戴蓝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

股份。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后，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的 6%。3、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4、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

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

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28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

了承诺 

毛晓刚、王建

勇、刘建岭、杜

宛莹、韩峰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

份。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的 6%。3、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

2010 年 04

月 23 日 

2010 年 4

月 23 日

-2031 年 4

月 22 日 

严格遵守

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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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4、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

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赵继增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继增先生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出具了《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本人以及本

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

及/或境外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

或参股）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

事或参与任何与贵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在中国境内及/或境外，以任何形

式支持除贵公司或贵公司附属企业以外的

他人从事与贵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010 年 04

月 2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了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00912 泸天化 

872,812

.08 

公允价

值计量 

689,244

.46 

12,122.

39 
0.00 0.00 0.00 

12,122.

39 

701,366

.8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重

组 

合计 
872,812

.08 
-- 

689,244

.46 

12,122.

39 
0.00 0.00 0.00 

12,122.

39 

701,366

.8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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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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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8,669.39 11,830.23 0 

合计 28,669.39 11,8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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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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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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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