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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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金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占成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庄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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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445,044,773.52 25,529,146,003.86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346,526,648.40 10,426,586,908.92 8.82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0,608,370.43 504,165,440.51 31.03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372,680,714.59 4,559,400,635.14 3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74,914,118.35 144,792,967.30 43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68,541,077.40 121,857,418.76 53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1181 1.7020 增加 5.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44 0.0401 435.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44 0.0401 4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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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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09,4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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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3,6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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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3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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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485.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74,671.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03,684.31 

所得税影响额 -1,236,054.65 

合计 6,373,0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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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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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9,921,219 30.00 0 质押 297,000,000 国有法人 

包钢集团－银河证券－20包集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323,940,000 8.92 0 托管 323,940,000 其他 

嘉鑫有限公司 235,029,020 6.47 0 无 -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5,670,558 2.36 0 无 - 境外法人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8,000,158 0.50 0 无 - 国有法人 

包头市钢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 0.50 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235,599 0.42 0 无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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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烨 13,069,500 0.36 0 无 - 
境内 
自然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502,484 0.34 0 无 - 其他 

郭永涛 9,000,000 0.25 0 无 - 
境内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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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9,921,219 人民币普通股 1,089,921,219 

包钢集团－银河证券－20包集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323,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940,000 

嘉鑫有限公司 235,029,02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29,0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5,670,558 人民币普通股 85,670,558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18,000,158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158 

包头市钢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

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235,599 人民币普通股 15,235,599 

翟烨 13,06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69,5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稀土产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502,484 人民币普通股 12,502,484 

郭永涛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上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

明 

1.前十名股东中，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包钢（集团）公司和嘉鑫有限公司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前十名股东中，“包钢集团－银河证券－20 包集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为公司控

股股东包钢（集团）公司以公司股票为标的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由其债券受托管

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担保及信托专用证券账户。2020年，包钢（集团）公

司按照可交换债券发行有关规定，将其持有的 32394万股本公司股份作为担保及信托财产转

入该账户；截至本报告期末，包钢（集团）公司实际持有公司股份总数较前期未发生变动，

仍为 1,413,861,219股，持股比例为 38.92%（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月 20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北方稀土关于控股股东拟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为公司实施股份回购形成的库存股，该部分股份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不因此而

与其他股东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除上述事项外，包钢（集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详，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不

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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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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0,629,517.81 - -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利用

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 

预付款项 692,236,440.46 222,935,010.78 210.51 
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货款较

年初增加。 

应付账款 1,115,220,161.11 827,657,355.36 34.74 
报告期末，公司采购金额增

加，应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合同负债 640,067,402.40 143,593,476.32 345.75 
报告期末，公司预收货款较

年初增加。 

应交税费 176,237,227.08 124,220,150.92 41.87 
报告期末，公司应交未交税

金较年初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74,461,043.78 18,419,621.83 304.25 

报告期末，公司合同负债增

加，其中包含的待转销项税

相应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92,093,297.66 68,769,221.20 33.92 

报告期内，公司以公允价值

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

允价值增加，计提递延所得

税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253,214,926.80 113,739,251.46 122.63 

报告期内，公司以公允价值

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

允价值较年初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营业总收入 6,372,680,714.59 4,559,400,635.14 39.7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稀土产

品销售价格升高，销售收入

同比增加。 

税金及附加 38,289,523.15 16,587,150.93 130.84 

报告期内，公司缴纳增值税

同比增加，计提的附加税同

比增加。 

销售费用 13,034,328.66 21,525,649.98 -39.45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

准则后，将原在销售费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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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运输装卸费用调整至营

业成本核算，上年同期数未

做追溯调整。 

研发费用 41,028,194.64 14,542,578.18 182.12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同

比增加。 

其他收益 19,223,648.30 31,285,014.45 -38.55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其他收

益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 1,325,542.33 8,419,900.21 -84.26 
报告期内，公司理财产品收

益同比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23,425,010.50 -1,973,070.53 1,087.24 

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及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同比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8,211,868.38 884,744.43 - 
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资产

处置产生损失。 

所得税费用 144,465,570.89 38,874,709.29 271.62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同

比增加，计提所得税费用同

比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0,608,370.43 504,165,440.51 31.03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产品现

金回款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7,665,866.20 -596,851,629.85 -71.91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支出同

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4,672,799.19 747,495,787.70 - 报告期内，公司未新增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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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金玲 

日期 2021年 4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