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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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锡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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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635,759.93 1,495,649,251.85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39,039,957.50 1,372,978,585.11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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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3,907.35 -3,090,8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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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12,732.63 20,500,999.46 3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716,986.35 8,770,577.84 10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629,634.94 8,692,602.48 102.8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8 0.66 增加 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42 0.0219 101.8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42 0.0219 10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投资收益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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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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60.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4,708.92  

合计 87,3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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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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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

司 
80,176,408 20.00  无  国有法人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上

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国君资管 2747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20,044,108 5.00  无  其他 

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开发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678,278 4.91  无  国有法人 

上海锦迪城市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8,106,107 2.02  无  国有法人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7,366,330 1.84  无  未知 

陈哲育 5,540,000 1.38  无  未知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青岛鑫诚

洪泰智造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4,378,000 1.09  无  未知 

青岛鑫诚酵母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3,393,200 0.85  无  未知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兴国 1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628,924 0.41  无  未知 

殷洪光 1,549,20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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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80,176,408 人民币普通股 80,17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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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资管－上海九百（集团）

有限公司－国君资管 2747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20,044,108 人民币普通股 20,044,108 

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开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9,678,278 人民币普通股 19,678,278 

上海锦迪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8,106,107 人民币普通股 8,106,107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7,366,330 人民币普通股 7,366,330 

陈哲育 5,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40,000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青岛鑫诚洪泰智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3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8,000 

青岛鑫诚酵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9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3,20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兴国 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28,924 人民币普通股 1,628,924 

殷洪光 1,54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开发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锦迪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同受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 

截止报告期末，九百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80,176,4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另通过《国泰君安

证券资管－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国君资管 2747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44,108股，并

享有相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上述两项合

并计算，九百集团共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220,51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0%。 

根据“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鑫

诚洪泰智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书面反馈：青岛鑫

诚酵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青岛鑫诚洪泰

智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出资人为同一企业；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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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

金额） 

上年度末余额

（或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8,466,730.92  13,167,666.68  40.24  主要系报告期末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预付款项 2,361,288.91  3,510,173.25  -32.73  主要系报告期末子公司预付款项余额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2,703,900.98  5,742,800.95  -52.92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留抵税额减少。 

 使用权资产 30,634,137.52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适用新租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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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工程 1,247,706.42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本部在建工程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0,793.20  1,987,500.00  -99.46  主要系报告期末子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减少。 

应交税费 677,487.08  1,339,996.03  -49.44  主要系报告期末子公司应交税费余额减少。 

租赁负债 31,482,825.02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适用新租赁准则。 

营业收入 28,612,732.63  20,500,999.46  39.57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21,279,464.97  12,209,409.89  74.29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营业成本增加。 

税金及附加 383,197.34  75,032.76  410.71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本部税金及附加增加。 

财务费用 -433,180.18  -1,446,460.66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本部存款利息收入减少。 

投资收益 23,174,984.90  12,713,191.22  82.29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本部投资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31,355.14  -69,195.16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营业利润 17,629,634.94  8,692,602.48  102.81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5,829.23  11,024.09  -47.1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本部营业外支出减少。 

利润总额 17,716,986.35  8,770,577.84  102.0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投资收益增加。 

净利润 17,716,986.35  8,770,577.84  102.0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投资收益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51,655,613.96  -31,546,990.55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持有的东方证券公允价值减少。 

综合收益总额 -33,938,627.61  -22,776,412.71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持有的东方证券公允价值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660,314.38  3,038,828.46  53.36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收到增量留抵税额返回。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21,623,816.85  12,201,836.41  77.22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19,285.74  1,376,750.91  46.67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现金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247,706.42  148,677.71  739.2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本部在建工程支付的现金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671,613.77  -3,239,505.24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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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 騂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