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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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戴领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书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书

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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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269,622,406.92 4,288,342,013.25 4,288,342,013.25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853,435,880.23 1,752,183,156.50 1,752,183,156.50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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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881,091.61 -16,895,047.40 9,404,7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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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280,903.40 556,215,426.23 19,879,215.06 5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3,754,989.86 72,328,195.58 687,579.12 2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1,265,663.93 62,240,721.12 681,547.44 3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20 4.83 0.66 

增加 0.3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95 0.1465 0.0043 22.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95 0.1465 0.0043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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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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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4,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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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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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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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120.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4,198.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8,038.75  

所得税影响额 -3,274,733.42  

合计 12,489,3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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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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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294,756,351 56.44 294,756,35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德恒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1,639,968 7.9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

司 
38,072,695 7.29 38,072,69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金成 9,650,009 1.85  无  境内自然人 

石智（泉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石智追求真理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9,134,952 1.75 6,660,323 无  未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裕祥回报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924,284 1.71 6,660,323 无  未知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5,231,016 1.00 5,231,008 冻结 5,231,01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4,015,548 0.77  无  未知 

石智（泉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石智感恩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283,774 0.63 951,474 无  未知 

石智（泉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石智同心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888,449 0.55 1,90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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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德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639,968 人民币普通股 41,639,968 

张金成 9,650,009 人民币普通股 9,650,009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015,548 人民币普通股 4,015,548 

石智（泉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石智追

求真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74,629 人民币普通股 2,47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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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智（泉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石智感

恩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3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2,3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63,961 人民币普通股 2,263,961 

邱海勇 1,915,295 人民币普通股 1,915,295 

纪正祥 1,550,702 人民币普通股 1,550,702 

石智（泉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石智同

心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7,600 

彭玉华 1,38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西藏德恒、德宇新创为控股股东宇通集团子公司，除此

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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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

比例(%)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527,000,000.00 277,000,000.00 90.25 理财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35,170,770.12 57,163,812.66 -38.47 
已背书未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减

少 

预付款项 21,080,881.61 13,926,306.87 51.37 材料预付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1,710,134.33 16,127,332.09 34.62 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在建工程 1,679,016.55 3,550,957.56 -52.72 部分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合同负债 53,351,920.58 91,906,035.08 -41.95 预收款项确认收入 

其他流动负债 32,099,515.21 51,719,918.55 -37.94 已背书未终止确认应收票据减少 

其他应付款 267,098,613.76 163,756,031.30 63.11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增减变动

比例(%) 
情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 866,280,903.40 556,215,426.23 55.75 环卫及工程机械销售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612,022,058.46 371,917,040.31 64.56 收入增加，成本同步增加 

税金及附加 8,168,777.74 6,077,531.77 34.41 收入增加，税金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72,773,164.81 35,012,722.97 107.85 
上期因疫情影响，销售费用较少；

本期收入增长，销售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27,529,221.81 16,421,227.07 67.64 
本期收入增长，管理费用增加 

计提限制性股票激励费用 

财务费用 -6,077,122.17 585,289.83 -1,138.31 存款利息增加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5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增减变动

比例(%) 
情况说明 

其他收益 11,784,232.26 6,926,433.33 70.13 财政补贴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303,775.20 974,102.42 -233.84 
收入增加，应收款项同步增加，

计提减值对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921,655.74 -1,290,505.47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3,889.18 -9,186.37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所得税费用 16,663,109.30 12,031,862.13 38.49 利润总额增加影响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增减变动

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9,881,091.61 -16,895,047.40  

应收账款分期增加及应付款项到

期支付；年终奖励发放额度同比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9,131,346.37 170,288,935.23 -199.32 理财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3,065,507.90 -763,918.00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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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2021年2

月2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相关登记工作已完成，共向74名激励对象授予

1,709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披露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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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2020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2021年半年度净利润与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净利润相比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动。 

 

公司名称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领梅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