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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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冯焕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振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晶

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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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53,398,494.45 16,869,544,678.89 2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87,253,045.67 7,580,599,757.87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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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27,309.81 -193,921,2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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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525,242.70 727,535,157.15 5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201,675.67 84,353,203.95 15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429,008.14 81,099,456.60 15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1.17 增加 1.3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4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4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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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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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8,9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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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7,0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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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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2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148.9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3,659.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6,516.47  

所得税影响额 -2,868,155.01  

合计 8,772,6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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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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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680,100,000 28.17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冯焕培 409,998,668 16.98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2,741,481 3.01 72,681,281 无  国有法人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590,219 2.10 50,590,219 无  国有法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7,854,440 1.98 47,723,440 无  国有法人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3,726,812 1.40 33,726,812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1,922,428 0.91 21,922,42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余军 20,000,000 0.8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李光良 17,935,209 0.74 17,875,209 无  
境内自然

人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16,061,650 0.67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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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80,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100,000 

冯焕培 409,998,668 人民币普通股 409,998,668 

余军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6,061,650 人民币普通股 16,061,6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57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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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稀土

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30,658 人民币普通股 10,030,658 

上海甄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甄投创鑫28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9,2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35,000 

张跃军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上海甄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甄投创鑫3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8,9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03,000 

上海甄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甄投创鑫40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8,1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8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冯焕培先生为北京京运通达

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上述两位股东属于一致行

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转融通业务，通过证券交易所平台出借公司股份

19,900,000 股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该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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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340,311,629.02 575,078,743.51 480.84 
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

款及借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79,750,000.00 231,550,000.00 107.19 
本期购买银行理财增加所

致。 

应收票据 660,000.00 1,520,000.00 -56.58 
本期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到

期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29,064,532.81 364,559,506.76 -37.17 
本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495,348,473.42 73,862,678.30 570.63 本期预付原料采购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815,925.92 27,537,976.19 -46.20 本期收回保证金所致。 

合同资产 2,326,005.53  不适用 本期合同结算重分类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2,267,128,504.15  不适用 预计出售控股子公司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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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特市京运通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股权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72,019,339.05 238,824,752.82 97.64 
本期购买保本保收益银行

理财产品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712,521.30 -100.00 
本期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

权投资损益调整所致。 

使用权资产 460,780,587.37  不适用 
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重分

类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0,344,911.77 22,502,494.72 -54.03 
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重分

类所致。 

短期借款 1,244,877,707.38 809,053,693.49 53.87 
本期短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339,520,257.98 228,857,308.83 48.35 
本期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

款增加所致。 

持有待售负债 1,274,821,929.10  不适用 

预计出售控股子公司锡林

浩特市京运通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股权重分类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844,733,690.24 1,395,840,870.76 -39.48 本期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7,223,089.91 220,715,177.57 -74.07 
本期兑付超短期融资债券

所致。 

长期借款 256,460,000.00 565,250,000.00 -54.63 
本期偿还银行长期借款所

致。 

租赁负债 354,805,335.73  不适用 
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重分

类所致。 

预计负债 66,828,829.62  不适用 本期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资本公积 4,961,023,157.30 2,893,156,705.17 71.47 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095,525,242.70 727,535,157.15 50.58 
本期新材料业务销售比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661,465,265.04 498,762,379.53 32.62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

业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5,608,426.58 9,304,684.03 -39.72 
本期适用新准则运输费用

重分类所致。 

管理费用 54,775,443.78 31,392,047.45 74.49 本期支付中介服务费所致。 

研发费用 58,298,773.55 18,100,899.65 222.08 
本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

致。 

财务费用 98,083,357.91 73,970,194.21 32.60 

本期锡林浩特市京运通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300兆瓦电

站项目转固定资产利息费

用化所致。 

其他收益 7,300,383.06 15,126,650.95 -51.74 本期分布式光伏电站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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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3,767,742.63 2,449,641.66 53.81 

本期购买银行理财收益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

列） 

1,496,805.61 -1,304,008.38 不适用 
本期转回已计提坏账的应

收账款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

列） 

-28,850.75 -2,588,400.56 不适用 
本期转销已计提跌价的存

货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

填列） 

45,396.47 -306,847.70 不适用 
本期处置部分过期的设备

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5,016.38 116,549.43 153.13 
本期收到政府就业补贴所

致。 

营业外支出 246,989.49 175,098.82 41.06 本期部分资产报废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3,327,309.81 -193,921,239.70 不适用 

本期销售回款比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24,512,080.49 -49,944,203.99 不适用 

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

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93,858,033.08 -225,825,414.19 不适用 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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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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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焕培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