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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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骥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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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784,639.06 9,513,039,758.75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45,674,567.08 6,228,827,103.18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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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97,305.19 59,189,709.77 120.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21,428,454.98 4,225,960,849.00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150,498.38 140,894,496.77 -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017,413.19 128,958,669.35 -1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3 2.323 减少 0.46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 0.10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 0.108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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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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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5,270.1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18,279.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1,816.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044,361.73  

合计 9,133,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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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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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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7,554,700 15.90  无  国有法人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84,193,104 14.11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666,123 2.58  未知  其他 

邓潮泉 11,369,805 0.8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俊瑜 6,557,448 0.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侯建湘 4,713,880 0.3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长升 3,200,000 0.2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留宽 2,863,100 0.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妍 2,490,000 0.1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于建军 2,420,10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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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7,55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554,700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84,193,104 人民币普通股 184,193,1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666,123 人民币普通股 33,666,123 

邓潮泉 11,369,805 人民币普通股 11,369,805 

许俊瑜 6,557,448 人民币普通股 6,557,448 

侯建湘 4,713,880 人民币普通股 4,713,880 

李长升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张留宽 2,863,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3,100 

张妍 2,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0,000 

于建军 2,42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均为铁路系统国有股东，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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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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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
例(%) 

主要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000.00   本报告期末为委托银行理财业务。 

应收账款 68,594.34 19,968.70 243.51 本报告期末应收货款等增加。 

预付款项 36,183.20 14,833.90 143.92 本报告期末预付货款等增加。 

其他应收款 5,372.78 3,210.64 67.34 本报告期末应收增值税流转额等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6,016.82 12,046.34 -50.05 本报告期末待抵进项税额等减少。 

应付票据 550.00   本报告期末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7,533.57 5,113.72 47.32 
本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及应付债券
利息增加。 

租赁负债 6,131.32   本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 

（2）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59.33 -161.06 136.84 本报告期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385.04 -293.68 -371.62 本报告期计提坏账损失同比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22.58 495.34 -95.44 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049.73 5,918.97 120.47 
本报告期公司各板块业务销售回款较
好。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9.36 -2,666.77 68.90 
上年同期支付应付股利、本报告期支付
租赁负债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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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辛明 

日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