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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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开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冯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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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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2,610,591.60 214,392,436.33 11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973,016.11 17,080,064.17 5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706,110.65 15,116,508.55 36.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9,042,200.82 -44,617,949.25 -301.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1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1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5.20%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98,295,786.38 912,094,401.80 5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1,869,383.15 411,060,269.94 109.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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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8,824.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214.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8,133.25  

合计 6,266,90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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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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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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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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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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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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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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开健 境内自然人 41.54% 44,209,920 44,209,920   

芜湖高新毅达中

小企业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1% 6,928,524 6,928,524   

李正培 境内自然人 5.08% 5,407,920 5,407,920   

天长市天鼎企业

运营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7% 5,287,600 5,287,600   

滁州安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5% 5,272,410 5,272,410   

黄山高新毅达新

安江专精特新创

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989,016 3,989,016   

李杰 境内自然人 3.05% 3,244,520 3,244,520   

陈未荣 境内自然人 2.92% 3,109,380 3,109,380   

张培华 境内自然人 1.91% 2,028,260 2,028,260   

冯飞  境内自然人 0.33% 349,990 34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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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自贸区华智诚能源有限公司 3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600 

崔亚娜 201,726 人民币普通股 201,726 

海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18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700 

李如铁 148,532 人民币普通股 148,532 

张永明 126,862 人民币普通股 126,862 

尹树臣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柳志成 96,402 人民币普通股 96,402 

钱东昕 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000 

王安全 90,967 人民币普通股 90,967 

贾建新 90,700 人民币普通股 9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唐开健为天长市天鼎企业运营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 

人，唐开健通过天长市天鼎企业运营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控制公司 528.76 万股股份， 

合计控制公司发行后股份的 46.51%； 

2、前十名股东中，李正培为唐开健妹妹的配偶，互为关联方； 

3、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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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十名无限售股东尹树臣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 股； 

2、前十名无限售股东柳志成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6,402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96,402 股； 

3、前十名无限售股东贾建新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0,7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9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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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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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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原因（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29,932,642.25  101,113,000.63  226.30% 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 

应收账款 402,904,654.76  300,617,297.06  34.03%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收入增长，

合同期内未结算的销货款相应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32,593,104.40  14,128,901.78  130.68%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末收到的银行承

兑汇票尚未贴现或背书金额增加 

预付款项 8,954,250.89  1,437,641.16  522.84% 增长主要是因为预付的材料款增加 

存货 131,646,646.17  87,516,496.41  50.42% 增长主要是因为承接的销售订单增加，按订单生

产的相关产品相应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0,951,354.77  7,765,023.58  41.03%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末未认证、未抵

扣进项税额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45,482.54  4,362,306.06  34.00% 增长主要是因为确认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加，递延

所得税资产相应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143,687.22  17,826,027.01  52.27% 增长主要是因为按照合同约定预付工程款、设备

款增加 

短期借款 268,329,922.09  188,302,879.14  42.50% 增长主要是因为产能规模扩大，通过银行借款补

充流动资金增加 

合同负债 14,673,502.55  11,269,535.19  30.21% 增长主要是因为已收取需承担履约义务的客户款

项增加 

应交税费 3,205,938.76  11,147,456.75  -71.24% 下降主要是因为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在2021年第

一季度已缴纳 

其他流动负债 1,907,555.33  1,465,039.58  30.21% 增长主要是因为已收取需承担履约义务的客户款

项增加 

股本 106,437,540.00  79,827,540.00  33.33% 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增加 

资本公积 542,577,999.33  145,351,902.23  273.29% 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增加 

2、利润表项目变动原因（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462,610,591.60  214,392,436.33  115.78% 增长主要是因为太阳能光伏型材销量持续增长，

收入相应增加 

营业成本 393,160,279.51  178,753,023.36  119.95% 增长主要是因为产、销规模扩大，成本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1,780,360.67  673,338.41  164.41%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规模增长，

缴纳的税费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6,262,239.54  2,972,203.74  110.69%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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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费、销售人员薪酬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7,230,762.39  3,569,619.15  102.56% 增长主要是因为管理人员数量、薪酬标准增加 

研发费用 22,367,795.87  8,559,207.85  161.33% 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5,302,578.26  2,964,648.15  78.86% 增长主要是因为流动资金借款增加，相应支付的

利息支出增加及票据贴现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318,824.49  237,215.79  34.40% 增长主要是因为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4,571,684.75  -638,071.62  616.48% 增长主要是因为合同期内未结算的销货款增加，

相应确认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7,030,654.50  2,055,477.00  242.04% 增长主要是因为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14,440.28  7,500.00  92.54% 增长主要是因为捐赠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2,296,913.21  1,467,452.67  56.52%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规模增长，

缴纳的税费相应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428,391,615.70  222,883,565.30  92.20%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规模增长，

收到的货款相应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8,335,647.65  3,433,526.03  142.77% 增长主要是因为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536,032,331.77  240,060,193.27  123.29% 增长主要是因为订单量增加，相应支付的材料款

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34,609,484.43  13,322,560.82  159.78%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产、销规模扩大，

相应支付的薪酬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713,129.96  4,952,618.26  298.03% 增长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产、销规模扩大，

相应支付的税费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5,414,518.01  12,599,668.23  101.71% 增长主要是因为支付的研发费用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85,287,752.10  26,263,459.97  224.74% 增长主要是因为募投开工建设，相应支付的工程

款、设备款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481,108,800.00    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收到的募集资

金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17,300,000.00  35,000,000.00  235.14% 增长主要是因为产能规模扩大，通过银行借款补

充流动资金增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2,000,000.00  -100.00% 下降主要是因为2021年第一季度未采用融资租赁

方式进行融资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64,148,803.72  3,479,570.85  1743.58% 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相应支付的

发行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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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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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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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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189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1年2月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661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18.08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1,108,800.00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57,272,702.90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3,836,097.10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

年2月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1]230Z0021号《验资

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021年2-3月，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55,683,314.07元，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24,194,187.00元，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31,489,127.07元。截止2021年3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68,478,553.28元（包含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及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等），都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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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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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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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