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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泰祥股份 指 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报告期、本季度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上期、上年同期 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度末、本年年初、年初 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主办券商、长江证券 指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保荐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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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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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世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朝平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

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秘办公室 

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

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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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泰祥股份 

证券代码 833874 

挂牌时间 2015 年 10 月 15 日 

进入精选层时间 2020 年 7 月 27 日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连续竞价交易 □集合竞价交易 □做市交易  

分层情况 精选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 

法定代表人 王世斌 

董事会秘书 姜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300178856869P 

注册资本（元） 66,600,000 

注册地址 湖北省十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林路 258 号 

电话 0719-8306877 

办公地址 湖北省十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吉林路 258 号 

邮政编码 442013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长江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2021年3月31日） 

上年期末 

（2020年 12月 31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

期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78,790,480.78 570,061,338.52 1.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7,257,576.03 531,124,126.94 3.0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45% 6.8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45% 6.83%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1 年 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 1-3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4,984,155.67 28,573,725.97 57.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33,449.09 13,233,208.17 21.9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8,240,025.29 11,194,832.42 6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2,956.95 25,717,395.41 -49.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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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2.99% 4.5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3.38% 3.86% - 

利息保障倍数 0 0 - 

注：因“利息保障倍数”一栏中若填写数字以外的内容则无法通过季报编制软件的校验，导致季报无法披露，

经与相关技术人员沟通，该处填“0”，表示不适用的意思。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本期营业收入金额为 4,498.42 万元，同比上升 57.43%，主要由于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去年同期

收入较低，本期客户需求已恢复至正常水平。 

2、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本期金额为 1,824.00 万元，同比上升 62.93%，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新冠疫情爆发，本期客户需求已恢复至正常水平，营业收入增加，使得当期利润增加。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为 1,304.30 万元，同比减少 1,267.44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因为国外客户墨西哥大众 2020 年 4 季度款项于 2021 年 4 月回款，导致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562.28 万； 

（2）2020 年一季度由于疫情原因，公司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本期公司已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755.93 万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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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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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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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339,180.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3,438.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417.1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478,324.94 

所得税影响数 -371,748.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106,576.20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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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5,736,482 23.63% 913,518 16,650,000 2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863,518 76.37% -913,518 49,950,000 7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45,150,000 67.79% 0 45,150,000 67.79% 

      董事、监事、高管 1,100,000 1.65% 0 1,100,000 1.65%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66,600,000 - 0 66,6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826 

 

单位：股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

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

股数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

持有

限售

股份

数量 

期末持

有无限

售股份

数量 

期末

持有

的质

押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司

法冻

结股

份数

量 

是否通过认购

公司公开发行

的股票成为前

十名股东，如

是，披露持股

期间的起止日

期 

1 王世斌 35,900,

000 

0 35,900,

000 

53.90% 35,900,

000 

0 0 0 否 

2 姜雪 9,250,0

00 

0 9,250,0

00 

13.89% 9,250,0

00 

0 0 0 否 

3 十堰众远

股权投资

中心 

3,700,0

00 

0 3,700,0

00 

5.56% 3,700,0

00 

0 0 0 否 

4 蒋在春 550,00

0 

0 550,00

0 

0.83% 550,00

0 

0 0 0 否 

5 何华强 550,00

0 

0 550,00

0 

0.83% 550,00

0 

0 0 0 否 

6 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369,55

3 

0 369,55

3 

0.55% 0 369,55

3 

0 0 否 

7 上海鼎锋

弘人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弘

362,81

2 

0 362,81

2 

0.54% 0 362,81

2 

0 0 持 股 期 间

（2020 年 7 月

27 日起，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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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嘉信华

诚 1 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期 6 个月） 

8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富

国积极成

长一年定

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06,40

8 

0 306,40

8 

0.46% 0 306,40

8 

0 0 持 股 期 间

（2020 年 7 月

27 日起，锁定

期 6 个月） 

9 冠亚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厦

门冠亚创

新叁期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304,50

6 

0 304,50

6 

0.46% 0 304,50

6 

0 0 持 股 期 间

（2020 年 7 月

27 日起，锁定

期 6 个月） 

10 明平云 300,00

0 

0 300,00

0 

0.45% 0 300,00

0 

0 0 否 

合计 51,593,

279 

0 51,593,

279 

77.47% 49,950,

000 

1,643,2

79 

0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王世斌和姜雪是夫妻关系；股东十堰众远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世斌。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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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重大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是否经过内部

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担保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

并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1-021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

工激励措施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回购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公开发行说

明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失信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投资事项: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021 年度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事宜。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网站（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2、已披露的承诺事项：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披露《十堰市泰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其中披露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

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前述对象之后未有新的承诺。 

 

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一)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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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三、 对 2021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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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一)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0,561,973.73 55,242,574.75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6,840,851.97 177,151,089.45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7,879,459.51 9,532,224.79 

应收账款 45,236,232.99 39,113,352.45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26,833.10 67,523.84 

其他应收款 204,877.63 223,645.2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2,401,152.40 12,881,723.15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95,000,000.00 203,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508,251,381.33 497,212,133.71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500,000.00 10,5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8,669,537.00 49,971,411.24 

在建工程 5,305,441.18 745,763.3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840,784.56 4,965,948.13 

开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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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71,566.22 515,775.57 

递延所得税资产 751,770.49 751,770.49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98,53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70,539,099.45 72,849,204.81 

资产总计 578,790,480.78 570,061,338.5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0,817,509.99 12,202,191.73 

应付账款 8,234,698.19 12,906,706.70 

预收款项 94,203.22 70,158.74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2,220,867.42 4,688,322.22 

应交税费 10,372,719.48 8,619,981.14 

其他应付款 93,614.16 142,187.6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1,833,612.46 38,629,548.1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0,707.71 307,663.4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00,707.71 307,663.42 

负债合计 31,532,904.75 38,937,211.5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66,600,000.00 66,6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51,596,529.48 251,596,5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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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7,092,187.76 37,092,187.7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91,968,858.79 175,835,409.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47,257,576.03 531,124,126.9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47,257,576.03 531,124,126.9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578,790,480.78 570,061,338.52 

法定代表人：王世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奎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朝平 

 

 

 

 

(二)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总收入 44,984,155.67 28,573,725.97 

其中：营业收入 44,984,155.67 28,573,725.97 

二、营业总成本 23,909,342.30 15,562,575.30 

其中：营业成本 17,857,446.73 10,301,811.89 

税金及附加 512,556.81 535,272.42 

销售费用 592,380.00 678,220.14 

管理费用 1,638,071.68 2,846,893.13 

研发费用 2,238,526.93 1,228,308.73 

财务费用 1,070,360.15 -27,931.01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140,322.86 48,901.08 

加：其他收益 287,417.19 36,837.6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16,627.16 633,862.9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055,807.54 1,727,388.51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023,050.18 15,409,2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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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营业外收入 574,290.84   

减：营业外支出 852.5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8,596,488.43 15,409,239.79 

减：所得税费用 2,463,039.34 2,176,031.6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133,449.09 13,233,208.17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133,449.09 13,233,208.17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6,133,449.09 13,233,208.1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6,133,449.09 13,233,208.17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6,133,449.09 13,233,208.17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王世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奎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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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2,216,359.10 47,839,142.22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358,879.5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2,261.11 269,052.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897,499.72 48,108,194.4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962,754.85 11,403,432.9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005,608.07 6,367,733.2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25,160.14 2,861,933.3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61,019.71 1,757,699.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854,542.77 22,390,79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2,956.95 25,717,395.4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6,731,125.92 127,498,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5,228.04 633,862.9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6,766,353.96 128,131,862.9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96,394.40 337,702.45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1,727,242.06 135,3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2,023,636.46 135,637,702.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42,717.50 -7,505,839.5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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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74,693.73 27,303.1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710,980.72 18,238,859.0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3,040,383.02 39,473,113.9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9,751,363.74 57,711,973.00 

法定代表人：王世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奎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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