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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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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2.3 公司负责人吴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严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万清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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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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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0,439,790.96 12,456,880,687.99 12,456,880,687.99 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82,890,937.86 6,501,654,082.65 6,501,654,082.65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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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25,820.08 -100,100,383.28 -35,511,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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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6,035,126.15 2,817,012,984.07 2,596,208,313.68 3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255,612.43 19,549,030.20 8,939,053.53 1,32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103,574.20 13,290,886.11 5,126,168.79 1,999.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0.34 0.16
增加 3.85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00 0.0251 0.0129 1,254.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88 0.0250 0.0128 1,255.20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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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6,434.70
本期处置的长期资产损

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116,399.40 收到的税费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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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1,505.51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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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4,492.76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远期结售汇

业务、债权投资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221,100.11
委托投资和理财产品投

资收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01,590.8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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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65,680.47

所得税影响额 701,231.96

合计 -847,961.7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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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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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01,725,800 12.4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83,200,000 10.17 83,2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8,756,136 5.96 无 0 国有法人

朱霄萍 14,278,545 1.74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供给

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219,470 1.37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0,093,193 1.23 无 0 其他

乔正华 9,577,589 1.17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季诚建 7,779,359 0.95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钱

塘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843,891 0.84 无 0 其他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钱

塘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731,800 0.7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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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01,7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25,800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8,756,136 人民币普通股 48,756,136

朱霄萍 14,278,545 人民币普通股 14,278,5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供给改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219,470 人民币普通股 11,219,47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0,093,193 人民币普通股 10,093,193

乔正华 9,577,589 人民币普通股 9,577,589

季诚建 7,779,359 人民币普通股 7,779,359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钱塘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6,843,891 人民币普通股 6,843,891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钱塘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7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5,7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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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一凤 5,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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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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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2,028,953.27 279,372,691.03 -63.48% 主要是本期赎回理财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36,103,607.86 51,947,471.94 -30.50% 主要是应收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应收账款 1,549,033,920.22 1,022,285,082.80 51.53%
主要是本期销售额增加及投资

并购合肥星宇所致

预付款项 452,819,787.16 215,624,205.67 110.00%
主要是本期预付原料款增加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3,657,355.43 2,443,104.57 49.70%

主要是本期部分持有债券和长

期应收款一年内到期转列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8,735,200.00 78,812,700.00 -76.23%
主要是本期增加赢创新安委托

贷款所致

商誉 133,380,796.08 85,518,914.60 55.97%
主要是本期并购合肥星宇产生

商誉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007,925.94 15,295,697.89 168.10%
主要是本期预付项目工程款增

加所致

预收款项 0.00 1,475,317.20 -100.00% 主要是上年预收房租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7,811,540.90 213,177,440.22 -54.12%
主要是本期发放 2020 年年终

奖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43,273,658.59 23,321,672.58 514.34%
主要是本期预提大修等费用增

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47,135,793.20 7,424,993.27 534.83%
主要是本期开化合成收到搬迁

补偿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776,035,126.15 2,817,012,984.07 34.04% 主要是本期产品价格上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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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升以及投资并购合肥星宇

所致

销售费用 52,816,701.42 96,312,881.72 -45.16%
主要是本期销售运费转列至主

营业务成本所致

研发费用 89,537,029.61 56,079,553.31 59.66%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7,104,154.02 12,400,229.64 -42.71%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14,497,842.21 3,145,687.32 360.88%
主要是本期远期结售汇调整投

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374,484.20 394,650.69 4755.89%
主要是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交易

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9,991,773.03 -16,538,073.56 -39.58%
主要是本期应收账款幅度变化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65,419.13 -1,724,635.10 -126.99% 主要是本期存货跌价转回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2,283.75 3,059,272.13 -102.36%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房产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收入 6,404,698.25 1,216,781.54 426.36%
主要是本期确认白南山搬迁补

偿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2,323,707,843.14 1,435,449,252.90 61.88%

主要是产品价格上涨，销售额

增加以及本期投资并购合肥星

宇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85,667,710.08 35,621,111.04 140.50%
主要是本期增值税留抵退税增

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95,603,266.90 49,700,928.66 92.36%

主要是开化合成收到厂区搬迁

补偿款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763,473,721.02 1,143,224,691.12 54.25%

主要是本期原材料价格上涨以

及本期投资并购合肥星宇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0,485,013.07 67,668,032.33 78.05%
主要是本期缴纳上期所得税所

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83,247,617.03 114,431,524.87 60.14% 主要是本期期间费用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294,187,658.00 5,838,417.89 4938.82%

主要是本期收回的理财增加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
8,455,385.38 5,472,083.26 54.52%

主要是本期收到嘉兴泛成分红

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158,840,753.08 70,285,391.80 125.99% 主要是本期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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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0.00 65,536,109.06 -100.00%

主要是购买结构性存款列示调

整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0.00 26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融资性票据贴现减

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

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26,229,081.15 38,581,306.21 -32.02%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借款利息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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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管理层就受让合肥

星宇部分股权并增资事项签署协议的议案》，2021 年 2 月，合肥星宇股权转让与增资事项涉及的

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合肥星宇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000 万元增加至 5,600 万元。公司共出

资 17,865 万元，通过受让老股并增资的方式合计获得合肥星宇 53.17%的股权，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报告期内，公司出资额已全部到位（详见 2021 年 1 月 12 日、2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n.cn 上披露的公告）。

（2）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浙江开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开

化县三江生态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签订了《山海协作项目投资协议》与《浙

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整体搬迁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化合成将总投资 22.6 亿元，分两期

在开化县新材料新装备产业园建设“年产 30 万吨特种有机硅新材料生产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上披

露的公告）。

（3）2021 年 3 月 12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

告）。

（4）2011 年公司购买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正路集团贷款项目"信托产品 4,500 万元，期

限 12 个月，于 2012 年 8 月 11 日到期后未能收回本金。经三年重整期，2017 年 7 月 25 日浦江县

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终止其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其破产。公司已在 2017 年半年报中计提了

1500 万元的减值准备。2020 年末，公司通过长安信托就公司抵押权债权与税收债权清偿顺序向浦

江县人民法院提起异议诉讼，经法院判决，撤销了税收债权优先于抵押权债权清偿的认定，并确

认本公司对抵押房产经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且优先于浦江县税务局

的税收债权受偿。目前公司正在办理抵押房产的以物抵债事宜，尚待法院出具正式书面裁定。本

季无最新进展（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3 日、2012 年 8 月 25 日、8 月 29 日、2017 年 7 月 26

日、2017 年 8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及 2014 至 2020 年定期报告）。

http://www.sse.con.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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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诉云南南磷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云南安一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作出执行裁定，以物抵债的法律程序已执行完毕。对于借款的剩余执行案款

2027.20万元，公司已在2019年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公司正积极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偿，本季无新

进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9日、2018年1月20日、2月13日、8月25日、2019年4月16

日、7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及2018年至2020年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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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导产品销售价格和销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预计2021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将大幅增长。

公司名称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建华

日期 2021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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