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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青鸟消防” ）将于2021年5月18日（星期

二）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公司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

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

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蔡为民先生、独立董事袁皓先生、财务总监高俊

艳女士、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张黔山先生、保荐代表人徐海林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

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7日前访问http://ir.p5w.

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敬请广大投资者通过全景网系统提交您

所关注的问题，便于公司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提升此次业绩

说明会的针对性。此次活动交流期间，投资者仍可登陆活动界面进行互动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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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大为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公司” ）的通知，电科公司完成了变更经营范

围的工商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变更（备案）通知书》，具体变更

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经营范围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电子元器件、光

电产品、数码产品、科技产品、通讯产品、网络设

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经营电子

商务， 国内贸易； 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零售与批

发；第二类医疗器械的零售与批发。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电子产品、五金交

电、电子元器件、光电产品、数码产品、科技产品、通讯产品、网

络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经营电子商务，国

内贸易；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零售与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的零

售与批发；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及汽车零部件销

售，及其相关技术服务。

除上述变更外，电科公司工商登记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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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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代东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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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后）增减(%)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调整

前）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0,198,771,335.95 112,247,189,640.33 112,247,189,640.33 7.08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3,573,250,134.82 33,009,266,411.86 33,009,266,411.86 1.71 1.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调

整后）增减(%)

比上年同期（调

整前）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3,123,737.07 420,557,300.34 112,854,151.12 -321.88 -926.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调

整后）增减(%)

比上年同期（调

整前）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0,858,064,836.26 10,388,858,428.70 10,302,640,736.55 4.52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77,611,168.34 324,711,407.73 325,236,119.73 77.88 7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6,115,109.29 363,274,883.48 363,274,883.48 42.07 42.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35 0.992 1.034

增加0.74个百分

点

增加0.70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49 0.084 0.084 77.38 77.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49 0.084 0.084 77.38 77.38

变动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3.54亿，同比下降321.88%，主要系报

告期内为获取开发物业项目所支付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53亿，同比增加77.88%,主要系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的营业利润增长以及投资收益增加导致。

(3)�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77.38%，主要系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增长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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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8,098.7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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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33,406.7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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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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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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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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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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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37,999.7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977.7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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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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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02,766.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8,992,801.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61,154.21

所得税影响额 -22,334,641.08

合计 61,496,0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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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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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23,403,904 26.35% 1,023,403,90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365,163,041 9.40% 365,163,041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47,745,078 6.38%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 190,210,308 4.90% 190,210,308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市黄浦区房地产开发实

业总公司

164,276,968 4.23%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141,156,338 3.6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SPREAD�GRAND�LIMITED 131,841,042 3.39% 131,841,042 无 0 境外法人

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 120,966,012 3.11% 120,966,01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95,808,678 2.47%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 89,257,789 2.30% 89,257,78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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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47,745,078 人民币普通股 247,745,078

上海市黄浦区房地产开发实业总公司 164,276,968 人民币普通股 164,276,968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1,156,338 人民币普通股 141,156,338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95,808,678 人民币普通股 95,808,67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834,056 人民币普通股 53,834,056

上海豫园商场 43,064,165 人民币普通股 43,064,16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9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90,800

上海南房（集团）有限公司 26,470,020 人民币普通股 26,470,020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

浦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2,764,487 人民币普通股 22,764,487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19,417,763 人民币普通股 19,417,7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止2021年3月31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3.63%股份，

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Phoenix�Prestige�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

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Grand�Limited�17家企业持有公司

64.96%股份，合计持有公司68.59%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17

家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2.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的股份中,其中73,700,365股为黄浦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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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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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数 上年度期末数 增减（%） 变动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149,406,358.56 38,870,134.05 284.37% 同比增加主要系黄金套保影响所致

应收账款 2,337,592,196.64 1,710,643,009.03 36.65% 同比增加主要系销售增长所致

应收股利 110,217,299.85 19,017,299.85 479.56%

同比增加主要系联合营公司宣告发

放股利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2,214,772,270.71 7,443,165,996.59 64.11%

同比增加主要系报告期确认对舍得

集团投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324,782.01 892,096,279.32 -93.24%

同比减少主要系以前年度预付股权

款于报告期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2,815,073,100.00 2,133,300,000.00 31.96%

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购买的黄金

T+D�延期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8,229,142.16 480,264,461.07 -69.14%

同比减少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上年末

计提的应付年终奖所致

应付短期融资券 1,006,420,833.34 0.00 不适用

同比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发行短期

融资券所致

租赁负债 365,640,454.89 0.00 不适用

同比增加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50.00%

同比增加主要系本期发行中期票据

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543,823,780.80 346,447,467.83 56.97%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

长， 主要系产业营业收入增长带来

运营费用增长以及公司于2020年下

半年完成收购金徽酒项目， 综合导

致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财务费用 341,045,386.74 214,679,610.91 58.86%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

长， 主要系由于外汇汇率变动带来

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5,845,624.22 -132,608,158.16 134.57%

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

同期增长， 主要系对外投资项目公

允价值上升所致

投资收益 229,491,763.87 27,336,552.18 739.51%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

长， 主要系被投资单位当期净利润

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33,123,737.07 420,557,300.34 -321.88%

主要系报告期内为获取开发物业项

目所支付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63,086,261.12 -1,478,861,094.17 -242.3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90,082,154.17 2,158,713,259.91 98.73%

主要系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偿

还借款支付的现金减少综合影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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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震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55� � �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28

债券代码：155045� � � �债券简称：18豫园01

债券代码：163038� � � �债券简称：19豫园01

债券代码：163172� � � �债券简称：20豫园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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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

露工作的重要提醒》要求，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

将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分行业、分地区营业收入，主要营业网点及黄金珠宝采购、生产及销售

情况披露如下：

一、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产业运营 8,294,663,115.90 7,127,658,572.70 12.58 42.34 36.58

增加2.52个百分

点

其中：珠宝时尚 7,023,798,414.41 6,408,062,901.45 8.21 30.16 29.25

增加0.41个百分

点

其中： 餐饮管理与

服务

182,158,052.80 69,598,927.16 61.69 84.18 53.12

增加7.83个百分

点

其中：食品、百货及

工艺品销售

214,128,701.33 212,989,083.21 0.18 47.32 67.92

减少12.16个百分

点

其中： 医药健康及

其他

99,084,068.53 78,247,886.63 20.44 19.36 21.63

减少1.84个百分

点

其中：化妆品 97,243,099.90 36,130,355.96 62.34 24.12 74.86

减少10.59个百分

点

其中：时尚表业 146,756,520.89 97,949,592.45 32.5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中： 其他经营管

理服务

25,240,364.04 4,876,069.67 53.04 -1.13 38.19

减少19.45个百分

点

其中：酒业 506,253,894.00 219,803,756.17 41.9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商业运营及物业综

合服务

355,432,016.64 192,320,948.52 43.50 -13.55 17.34

减少15.55个百分

点

其中： 商业与物业

综合服务

284,812,728.84 179,918,046.78 33.85 93.69 38.86

增加24.98个百分

点

其中：度假村 70,619,287.80 12,402,901.74 82.41 -73.26 -63.88

减少4.57个百分

点

物业开发与销售 2,207,969,703.72 1,153,113,092.29 38.04 -46.80 -57.89

增加12.61个百分

点

合计 10,858,064,836.26 8,473,092,613.51 18.77 4.52 4.34

增加0.63个百分

点

注:毛利率数据已扣除税金及附加。

变动说明：

1)� 珠宝时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积极拓店，并且于

2020年下半年完成收购DJULA项目所导致。

2)�餐饮管理与服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是由于2020年同期餐饮业

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导致。

3)�食品、百货及工艺品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是由于2020年同期食

品、百货销售业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导致。

4)�时尚表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于2020年4月完成收

购海鸥表业及上海表业项目所导致。

5)�度假村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日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海外度假村阶段性关闭所导致。

6)�酒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于2020年下半年完成收购

金徽酒项目所导致。

7)�商业运营及物业综合服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2020年同

期商业业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导致。

二、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本期)

营业收入

(上期)

营业收入比上期增减

营业收入比上期增减

（%）

国内

上海 7,559,323,953.15 5,736,484,797.11 1,822,839,156.04 31.78

北京 20,042,729.44 2,718,455,788.91 -2,698,413,059.47 -99.26

四川 126,381,258.51 25,434,200.43 100,947,058.08 396.89

陕西 44,109,532.60 8,435,292.54 35,674,240.06 422.92

江苏 211,597,685.05 283,935,994.74 -72,338,309.69 -25.48

浙江 670,605,588.17 92,368,417.34 578,237,170.83 626.01

海南 797,670,045.78 709,750,761.77 87,919,284.01 12.39

湖南 34,312,620.80 45,598,271.16 -11,285,650.36 -24.75

湖北 92,500,965.78 44,456,706.39 48,044,259.39 108.07

福建 73,624,243.39 54,619,677.75 19,004,565.64 34.79

天津 114,430,497.11 4,561,696.90 109,868,800.21 2,408.51

安徽 429,558,760.77 291,605,644.84 137,953,115.93 47.31

甘肃 429,148,837.00 0.00 429,148,837.00 不适用

其他 196,002,681.11 5,418,111.84 190,584,569.27 3,517.55

国外

日本 70,619,287.80 264,582,969.58 -193,963,681.78 -73.31

比利时 5,713,278.24 6,701,811.24 -988,533.00 -14.75

印度 75,822,065.32 43,102,350.78 32,719,714.54 75.91

以色列 31,857,011.86 45,450,854.43 -13,593,842.57 -29.91

美国 37,954,703.11 33,756,421.36 4,198,281.75 12.44

其他 44,212,283.42 13,910,347.58 30,301,935.84 217.84

减：合并抵消 207,423,192.15 39,771,687.99 167,651,504.16 421.53

合计 10,858,064,836.26 10,388,858,428.70 469,206,407.56 4.52

变动说明：

1）北京、四川、浙江等地区收入变动主要是受物业开发项目交付结转变动影响。

2）公司于2020年4月完成收购表业项目，带来本期天津地区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公司于2020年下半年完成收购金徽酒项目，带来本期甘肃地区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4）受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带来公司日本、以色列等海外地区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三、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营业网点及黄金珠宝采购、生产及销售情况

1、 截至本报告期末， 营业网点共计3,980家， 其中珠宝时尚3,468家 （其中加盟店3,248

家），度假村2家，餐饮管理及服务64家（其中加盟店10家），医药39家（其中加盟店4家），文

化食品饮料及商业124家，时尚表业260家（其中加盟店235家），化妆品23家。

2、珠宝时尚产业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旗下拥有“老庙” 、“亚一” 、“DJULA” 等品牌。在

经营方式上，公司以直营零售、批发为主要经营模式拓展珠宝时尚连锁网络。截至2020年年

末，“老庙” 和“亚一”品牌连锁网点达到3367家，其中207个直营网点，3160家加盟店；DJULA

直营网点为12家。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继续扩大珠宝时尚连锁网点规模，并根据区域市场情

况对经营网点进行调整。截止2021年3月末，“老庙” 和“亚一” 品牌连锁网点达到3455家，其

中207个直营网点，3248家加盟店；DJULA直营网点为11家；DAMIANI直营网点为2家。

四、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复合功能地产业务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内， 公司房地产物业开发实现销售签约额约15.36亿元， 实现销售签约面积约

8.95万平方米。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

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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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义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保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由宇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 否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878 20,337 5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0 292 42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30 272 46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8 -3,064 162.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2 0.031 422.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0 0.031 4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 0.56 上升2.2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9,354 88,046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926 53,365 2.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及报废损益 -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

其他非流动负债（衍生金融工具部分）公允价值变动 -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

小计 -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

合计 -10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0,489户，

其中H股484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33% 5,016,111,529 0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6% 1,397,250,196 0 -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98% 845,000,000 0 - -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8% 468,000,000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4% 247,960,073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 94,348,670 0 - -

#马亮 境内自然人 0.57% 53,819,110 0 - -

#廖强 境内自然人 0.21% 20,083,000 0 - -

方威 境内自然人 0.18% 17,380,756 0 - -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019L-FH002深

其他 0.18% 17,236,100 0 -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016,111,529 人民币普通股 5,016,111,529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397,250,196 境外上市外资股 1,397,250,19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84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000,000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7,960,073 人民币普通股 247,960,07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4,348,670 人民币普通股 94,348,670

#马亮 53,819,110 人民币普通股 53,819,110

#廖强 20,0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83,000

方威 17,380,756 人民币普通股 17,380,75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17,2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3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股东中马亮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4,552,000股， 通过普通证券帐户

持有9,267,110股。廖强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0,082,854股，通过普通证券帐

户持有146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021年一季度，公司抓住钢铁市场复苏的有利时机，克服疫情和雾霾限产等不利因素的

影响，注重效率提升，产量再创新高；积极推进成本变革，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推进减量化发

展，技经指标稳步提升；强化精益管理，产品质量持续改善；推进产销协同，市场开拓有力，经

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1,541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销量

增加及产品价格上涨影响。

2．本报告期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9,783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销量增

加及原料价格上涨影响。

3．本报告期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6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新产品试制费增加

影响。

4．本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35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合营联营企业投

资收益增加人民币45百万元，二是商品期货投资收益减少人民币10百万元影响。

5．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38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衍生金融

工具等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6．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43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本报告期冲

回存货跌价损失人民币22百万元，二是上年同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121百万元影响。

7．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计入营业外收入政

府补助利得增加影响。

8．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5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增加影响。

9．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比上年

同期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2021年一季度，钢铁行业景气度不断提升，公司抓住钢铁市场复苏

的有利时机，大力开拓市场，强化营销管理，推进产销协同，有效配置资源，调整品种结构，深

挖内部降本增效潜力，严格精细管理，全要素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持续向好。

10．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446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利润总额

同比增加影响当期所得税增加。

11．应收票据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95百万元，主要原因是钢材价格上涨销售收取票据增

加影响。

12．应收款项融资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39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钢材价格上涨销售收取

票据增加影响。

13．其他应收款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9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处理固定资产增加其他应收

款影响。

14．其他流动资产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17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值税留抵增加影响。

15．短期借款上年末减少人民币4,38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偿还银行借款影响。

16．应付票据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264百万元，主要原因是为满足票据付款需求，开出

票据增加影响。

17．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500百万元，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转入影响。

18．专项储备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45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计提安全生产费影响。

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4,972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

公司本报告期钢材销量及产品单价均高于上年同期， 使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比上

年同期增加人民币14,128百万元；二是本报告期销量增加及原料价格上涨，使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的现金支出增加人民币8,738百万元；三是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人民币371百万元。

2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449百万元，主要原因一

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人民币486百万元，二是支付其他

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人民币89百万元影响。

2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5,151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5,530百万元， 二是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比上年

同期减少人民币217百万元影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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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1年1月8日，公司第八届第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及第八

届第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鞍钢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1月8日。

2021年01月09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1年1月27日， 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1年1月27

日。

2021年01月28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

2021年2月7日，公司获悉监事李文冰已主动投案。李文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共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纪

律检查委员会纪律审查和鞍山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目

前，相关审查及调查尚在进行中。

2021年02月09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监事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事由

承诺

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

承

诺

鞍山

钢铁

集团

有限

公司

同业

竞争

承诺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钢铁”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1）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在避免同业竞争方面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未从事对你公司钢铁主业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

（3）鞍山钢铁承诺给予你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鞍山钢铁或鞍山钢铁的全资、控

股公司拟出售的与你公司钢铁主业有关的资产、业务的权利。

（4）如鞍山钢铁参股企业所生产产品或所从事业务与你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鞍

山钢铁承诺，在你公司提出要求时，鞍山钢铁将出让鞍山钢铁所持该等企业的全部出资、股

份或权益，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你公司优先购买该等出资、股份或权益的权利。

（5）如果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存在与你公司钢铁主业构成或可能构成同

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在你公司提出收购要求时，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将以合

理的价格及条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优先转让给你公司。

（6）在本承诺有效期内，鞍山钢铁与你公司具有同等投资资格的前提下，对于新业务

机会，鞍山钢铁应先通知你公司。

如你公司接受该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需无偿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给你公司。如你公

司明确拒绝该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才有权进行投资。

此后若你公司提出收购要求，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仍需将新业务机会所

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优先转让给你公司。

（7）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并不限制鞍山钢铁及其全资、控股公司从事或继续从事与你公司不构成竞争

的业务，特别是提供你公司经营所需相关材料或服务的业务。

鞍山钢铁所有承诺均以符合国家规定为准， 可依据国家规定对承诺的内容做相应调

整，国家规定不予禁止的事项鞍山钢铁有权从事。

该承诺自出具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

（1）鞍山钢铁不再作为你公司的控股股东；

（2）你公司的股份终止在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你公司的股票因任何原因暂停买

卖除外。）

（3）国家规定对某项承诺的内容无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鉴于目前鞍山钢铁不存在与你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 已投产的钢铁主业生产项目，因

此，本承诺出具之日前，鞍山钢铁就其与你公司之间竞争关系的一切承诺，如有与本承诺相

抵触之处，以本承诺为准。

2007年05月

20日

长期

有效

未违

反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证券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股票 600961

株冶集

团

81

公允价

值计量

34 5 - - - 5 2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 有 资

金

合计 81 -- 34 5 - - - 5 29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鞍钢股

份

无 否

期货套

保

1

2015年4

月29日

- 150 678 493 - 180 0.32% -31

鞍钢股

份

无 否

汇率掉

期

-

2020年

10月29

日

2021年

5月18

日

- - - - - - 0

合计 1 -- -- 150 678 493 - 180 0.32% -31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21年3月30日，第八届第四十一次董事会批准《关于公司2021年度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2020年10月29日，第八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批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无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

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

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 期货套保：

(1)市场风险，持仓品种为钢铁产业相关品种，与公司现货经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定期对市场进

行分析预测，但对市场判断可能存在偏差，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有期现货对冲后，风险可控。

(2)持仓品种流动性充裕，无流动性风险。

(3)期货交易所对持仓品种进行信用担保，信用风险较小。

(4)完全按照套期保值相关规定执行，持仓数量和时间符合公司批准。

公司已对相关法律风险进行评估，按国家期货交易法律法规开展业务，风险可控。

● 外汇套保：

本套期保值流程为先与银行签订掉期合约，到期按约定价格购汇。交易目的为防范2021年5月可

转债投资人回售产生的汇率风险，交易简单便捷，不存在重大风险，由于未来投资者回售意向尚不明

确，可能存在回售金额与公司套期保值金额不匹配的风险。

控制措施：

（1）公司为规范外汇衍生品交易行为，加强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监督管理，在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的基础上，出台了《外汇资金管理办法》，对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原则、条件、交易的实施，

资金管理、头寸管理等以及相应的审批流程和权限进行了详细规定；

（2）公司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遵守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配备专职人员，

明确岗位责任，严格在授权范围内从事上述业务。妥善安排交割资金，保证按期交割；特殊情况若需

通过掉期交易提前交割、展期或采取其它交易对手可接受的方式等，应按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规定办

理相关手续；

（3）对于未来回售金额与公司套期保值金额不匹配的风险，由于部分债券可能被持有至到期，

公司经与专业金融机构沟通咨询，未来可采取平仓或延长期限等方式控制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

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

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

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设定

● 期货套保：

上海期货交易所螺纹钢、热轧卷板、镍；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焦煤、焦炭。2021年1月4日主连

合约结算价：螺纹钢4346元/吨、热轧卷板4472元/吨、镍126820元/吨、铁矿999元/吨、焦煤1668元/吨、

焦炭2887.5元/吨；2021年3月31日主连合约结算价：螺纹钢4956元/吨、热轧卷板5384元/吨、镍 121080

元/吨、铁矿1091.5元/吨、焦煤1657.5元/吨、焦炭2285.0元/吨；公允价值变动：螺纹钢+610元/吨、热轧

卷板+912元/吨、镍-5740元/吨、铁矿+92.5元/吨、焦煤-10.5元/吨、焦炭-602.5元/吨。

● 外汇套保：

合约签订时， 以港币兑人民币汇率0.866为2021年5月18日结算价格。2021年3月31日港币兑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为0.84518。公司以10亿港币（按到期结算价格0.866折算为人民币8.66亿元）为本金，以

年化利率3.58%按合约实际存续天数向银行支付利息。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

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

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 期货套保：

（1）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

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风险，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建立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明确了业务操作流程、审批

流程及风险防控等内部控制程序，对公司控制期货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3）公司确定的年度套期保值保证金的最高额度和交易品种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有利于公司合理的控制交易风险。

● 外汇套保：

（1）为了防范外汇风险，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况。

（2）公司制定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资金管理办法》，对外汇衍生品交易原则、交易流程、

内部控制及风险防范措施均做了明确的规定，对公司控制外汇衍生品交易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3） 公司确定的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品种和数量符合公司的经营需求， 有利于公司合理控制风

险。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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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年1月

25日

公司

电话沟

通

机构

三井住友德斯资产管理-桥爪

谦治、尾形优介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行业运

行情况

深交所互动易/2021年1月25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三井住友银行-杨韵钦

达尔资本管理-Pui�Yee�Lee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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