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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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昌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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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9,562,712,221.12 29,239,050,333.49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959,895,767.75 14,628,684,123.56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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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571,905.87 564,543,266.80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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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8,072,085.54 3,400,156,099.52 5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674,336.66 176,779,484.45 10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837,097.00 165,286,805.23 9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1.18 增加 1.3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6 0.0347 109.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6 0.0347 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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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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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77,1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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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4,011.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04,836.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6,887.26 

所得税影响额 -5,223,090.31 

合计 39,837,2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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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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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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44,142,784 38.19 0 无 0 国有法人 

苏庭宝 315,511,064 6.20 0 质押 184,820,000 境内自然人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
信托·悦晟 1 号单-资金信托 

203,665,987 4.00 0 无 0 其他 

珠海金润中泽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62,932,790 3.20 0 质押 162,932,79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创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2,897,286 1.82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9,035,241 1.55 0 无 0 其他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一号 

70,044,584 1.38 0 无 0 其他 

郑积华 61,099,796 1.20 0 质押 61,099,796 境内自然人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49,999,955 0.98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维明 43,136,880 0.8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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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44,142,784 人民币普通股 1,944,142,784 

苏庭宝 315,511,064 人民币普通股 315,511,064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悦晟 1 号单-资

金信托 
203,665,987 人民币普通股 203,665,987 

珠海金润中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2,932,790 人民币普通股 162,932,79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新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92,897,286 人民币普通股 92,897,2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高新技术产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035,241 人民币普通股 79,035,241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一号 70,044,584 人民币普通股 70,044,584 

郑积华 61,099,796 人民币普通股 61,099,796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49,999,955 人民币普通股 49,999,955 

李维明 43,136,880 人民币普通股 43,136,8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能获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以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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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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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期

期末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7,936,403.03 20,863,596.76 -61.96 主要系期货浮动盈利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60,614,038.37 18,193,898.87 233.16 
主要系锌合金销量增加，信用额

度内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9,796,344.81 284,890.80 10,358.87 
主要系收取的票据金额增加尚

未背书转让或到期承兑。 

预付款项 341,818,764.49 26,166,734.88 1,206.31 
主要系本期预付股权收购款及

进口原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0,783,650.87 15,883,005.09 30.85 
主要系本期缴纳保证金增加所

致。 

开发支出 15,098,537.67 2,209,821.16 583.25 
主要系研发项目资本化金额增

加及项目尚未结题所致。 

合同负债 125,962,639.84 65,121,911.35 93.43 
主要系预收合同项下货款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6,194,845.59 8,434,187.32 92.01 主要系待转销项税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14,202,941.85 10,271,793.49 38.27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款项增

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71,000,623.60 -128,227,030.99 33.36 
主要系汇率波动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变动所致。 

未分配利润 910,980,246.71 541,305,910.05 68.29 
主要系经营积累留存收益增加

所致。 

3.1.2 利润表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5,258,072,085.54  3,400,156,099.52   54.64  
主要系自产产品销量及贸易

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479,687,430.69  2,786,647,691.32   60.76  
主要系外购原料及贸易量增

加所致。 

销售费用 27,726,487.82  18,656,570.10   48.62  
主要系到场交货销量增加导

致运费增加。 

研发费用 12,664,126.62  4,553,819.16   178.10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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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77,150,064.28  118,243,577.36   -34.75  
主要系带息负债规模及融资

成本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895,544.91  1,592,944.51   1,274.53  
主要系澜沧铅矿收到政府补

助资金增加影响。 

营业外支出 6,961,492.10  10,272,137.75   -32.23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所

致。 

3.1.3 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8,571,905.87 564,543,266.80 -6.37 

主要系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8,011,127.33 -204,847,887.5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股权收购

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2,141,487.80 44,775,784.5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偿还的带息债务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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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冲 

日期 2021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