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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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在任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佟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戚昕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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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1,031,764.35 30,030,121,056.40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608,698,458.30 10,760,016,913.70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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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387,107.70 -1,674,727,826.03 -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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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974,928.98 1,596,143,138.09 -7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7,290,585.55 443,008,070.01 -7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4,091,645.96 437,269,700.53 -7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9 4.40 减少 3.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34 0.3947 -71.2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34 0.3947 -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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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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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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0,211.5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383,6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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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55.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744,889.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4,805.39  

所得税影响额 -8,011,269.21  

合计 23,198,9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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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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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

司 
554081457 49.37 0 无 0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36199361 3.23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9886570 1.77 0 未知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050530 1.07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高

毅晓峰 2号致信基金 

10397083 0.93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8070900 0.72 0 未知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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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7217612 0.64 0 未知  境外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5651843 0.50 0 未知  境外法人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258058 0.47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信托锐进 43期

高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5173070 0.46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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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554081457 人民币普通股 55408145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199361 人民币普通股 36199361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886570 人民币普通股 1988657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050530 人民币普通股 1205053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号致信基金 
10397083 人民币普通股 1039708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80709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7217612 境内上市外资股 7217612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5651843 境内上市外资股 5651843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258058 境内上市外资股 5258058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锐进

43期高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173070 人民币普通股 51730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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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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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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

产 

2,216,050,848.88 3,236,290,863.20 -1,020,240,014.32 -31.52 主要因为理财产品到

期赎回 

长期股权投资 7,005,343.97 13,442,650.95 -6,437,306.98 -47.89 因为实收权益法核算

投资企业分红减少 

应付账款 942,592,463.12 1,348,622,803.66 -406,030,340.54 -30.11 主要因为支付工程进

度款减少 

 

利润表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408,974,928.98 1,596,143,138.09 -1,187,168,209.11 -74.38 主要因为上年同期结

转 G1 财富中心在建

工程转让收入 

营业成本 192,633,113.28 770,882,909.93 -578,249,796.65 -75.01 因为销售收入减少相

应减少的销售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

加 

5,710,644.44 185,128,066.58 -179,417,422.14 -96.92 主要因为本期无销售

项目计提土地增值税 

财务费用 46,599,404.87 28,630,254.32 17,969,150.55 62.76 主要因为项目完工减

少利息资本化而相应

增加当期财务费用 

其他收益 12,630,211.56 6,368,825.14 6,261,386.42 98.31 因为结转的政府补助

及加计扣除进项税增

加 

投资收益 18,421,423.98 2,087,458.89 16,333,965.09 782.48 主要因为收到的理财

产品利息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229,699.92 -440,188.28 -789,511.64 179.36 主要因为依据账龄调

整的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232,948.66 -496,987.63 264,038.97 -53.13 主要因为持有的股票

公允价值下跌 

营业外收入 1,233,996.90 25,257.25 1,208,739.65 4,785.71 主要因为违约金收入

增加 

营业外支出 489,106.97 250,000.00 239,106.97 95.64 主要因为对外捐赠支

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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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47,792,450.12 152,220,568.69 -104,428,118.57 -68.60 主要因为利润总额减

少相应减少的所得税

费用 

 

现金流量表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0,387,107.70 -1,674,727,826.03 1,004,340,718.33 不适用 主要因为上年同

期缴纳销售项目

土增税 11.25 亿

元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39,751,278.46 116,489,426.94 923,261,851.52 792.57 主要因为本期净

赎回的到期理财

产品较上年同期

有所增加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7,655,616.34 1,732,888,715.67 -1,870,544,332.01 -107.94 主要因为本期净

归还银行借款

0.82 亿元，上年

同期净借入

17.8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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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颖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