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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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志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安亦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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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299,430.23 4,710,984,677.60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06,121,563.36 1,813,282,616.69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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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1,634.27 -123,045,641.80 -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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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816,743.17 393,522,528.87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908,659.63 1,777,886.0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548,020.48 1,523,601.3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265 0.091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34 0.004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34 0.004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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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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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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382.88 

 

债务重组损益 180,74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3,847.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3,530.53  

所得税影响额 -115,415.72  

合计 639,3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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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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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71,272,753 38.77 0 无 0 国有法人 

黄泽坚 4,950,401 1.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慧芬 3,446,500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文军 3,220,50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占涛 2,025,886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安伟 1,490,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建军 1,089,0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葛协东 1,030,0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欣 1,013,6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郭绍山 914,900 0.2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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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71,272,753 人民币普通股 171,272,753 

黄泽坚 4,950,401 人民币普通股 4,950,401 

董慧芬 3,446,5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6,500 

冯文军 3,22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0,500 

刘占涛 2,025,886 人民币普通股 2,025,886 

安伟 1,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0,000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5 

 

李建军 1,0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9,000 

葛协东 1,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000 

白欣 1,01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3,600 

郭绍山 914,900 人民币普通股 91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甘肃电气集团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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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

金额 

年初余额/上年同

期 
增减比率% 增减原因说明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货币资金 354,452,478.12  266,645,111.64  32.93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

货款清收管理，货款回收较

上年同期增加影响。 

2  应付职工薪酬 14,432,562.43  29,425,831.19  -50.95  
支付了上年度计提的职工绩

效薪酬影响。 

二、利润表项目 

3  税金及附加 1,247,686.75  762,480.73  63.64  

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期

采购量低于上年同期，可抵

扣税款低于上年同期，税金

及附加增加；二是上年受新

冠疫情影响享受国家税费优

惠政策，本期正常缴纳。 

4  投资收益 269,998.64  -290,867.79  -192.83  

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参股

子公司-天水果汁本期经营

成果较上期增加，确认投资

收益 71.20 万元；二是本期

债务重组确认投资收益

-18.07 万元。 

5 营业利润 -7,861,369.19  4,882,631.13  -261.01  

本期受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

影响，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

期下降 6.86 个百分点,导致

本期营业利润大幅降低。 

6 所得税费用 453,764.17  1,470,470.63  -69.14  
弥补前期亏损，本期计提的

所得税费用下降。 

三、现流表项目 

7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6,791,634.27  -123,045,641.80  94.48  

主要是本期采购支出较上年

同期减少 1.5 亿元。 

8 
投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69,599,464.61  -2,437,232.66  -2,755.68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收购职工

股权款 6,688.59 万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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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146,637,879.74  -57,993,286.59  -352.85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

借入资金净增加 2.02 亿元，

融资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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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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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志明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