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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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蕴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麻帅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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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6,167,119,199.45 15,996,427,449.28 15,996,427,449.28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847,709,522.03 4,779,334,501.96 4,779,334,501.96 1.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6,676,394.77 -108,424,375.69 -108,424,3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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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786,333,609.05 2,416,878,106.97 2,316,784,524.53 5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6,653,537.93 9,386,951.80 8,340,423.03 71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888,758.08 -428,038.44 -1,476,886.4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4 0.21 0.19 

增加 1.3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1 0.01 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0年公司以所持子公司株洲时代瑞唯减振装备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

所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青岛思锐科技有限公司以所持子公司青岛博锐智远减振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博锐科技”）全部股权，共同对合资公司株洲中车新锐减振装备有限公司（简称“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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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增资，增资完成后，中车新锐、博锐科技均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上述交易属于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需对公司合并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编制本报告期财务报表时，追溯调整了博锐科技同业竞争业务同期可比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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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9,2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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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2,0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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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654.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64,764.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8,816.06 

所得税影响额 -1,925,141.84 

合计 11,764,7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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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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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36.43  无  国有法人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8.22  无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1.5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1.11  无  国有法人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0.8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0.88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0.6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2,908 0.6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4,837,788 0.60  无  国有法人 

郑宋妹 3,048,908 0.38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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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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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人民币普通股 292,494,103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人民币普通股 66,029,078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人民币普通股 12,338,786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人民币普通股 8,909,666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人民币普通股 7,179,675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人民币普通股 7,070,109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人民币普通股 5,574,515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2,908 人民币普通股 5,142,908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4,837,788 人民币普通股 4,837,788 

郑宋妹 3,048,908 人民币普通股 3,048,9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 1、3、5、7名股东的控股股东同为中

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 2、4、6、8、9名股东和中国中

车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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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786,333,609.05 2,416,878,106.97 56.66 

营业成本 3,177,001,139.88 2,043,225,053.93 55.49 

销售费用 155,049,038.56 79,826,948.09 94.23 

管理费用 134,579,694.97 84,298,207.91 59.65 

研发费用 169,712,512.92 124,747,702.08 36.04 

财务费用 19,866,832.90 55,724,732.06 -6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676,394.77 -108,424,375.6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79,955.48 -580,200,026.07 不适用 

项目 本期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228,138,521.17 343,332,169.97  -33.55 

应收账款 3,226,722,699.51 2,323,610,031.78  38.87 

合同负债 185,294,697.94 482,674,249.23  -61.61 

应付职工薪酬 215,027,559.63 155,116,867.96  38.62 

应交税费 111,429,835.22 155,671,423.84  -28.42 

长期借款 166,785,618.47 111,713,396.81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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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营业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风电及轨道交通市场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3 营业成本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4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增加的原因是由于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业务放缓，以及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费用增长。 

3.5 财务费用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汇兑损益的影响，以及有息负债下降

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支出的

现金增加所致。 

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上年同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3.8 应收票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非上市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汇票减少所致。 

3.9 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尚未收回所致。 

3.10 合同负债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3.11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末应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3.12 应交税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内支付税金所致。 

3.13 长期借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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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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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轨道交通板块和汽车板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将有较大增

长，预计公司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有较大幅度增长。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名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军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