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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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汪立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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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4,883,886.80 8,426,883,642.10 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931,339,563.87 5,583,770,801.04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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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309,598.60 155,518,172.70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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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713,953.54 1,568,508,705.06 -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47,242,418.25 326,305,070.30 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05,933,172.97 349,109,281.69 -12.3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03 6.93 减少 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9 0.37 5.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9 0.37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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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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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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2,3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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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1,158.7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31,756,509.78 汇兑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966.83  

所得税影响额 -7,572,985.93  

合计 41,309,2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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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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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恒屹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 
334,780,317 37.96 334,780,31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申诺科技(香港)有限

公司 
165,375,000 18.75 165,375,000 无  境外法人 

江苏恒立投资有限公

司 
123,701,691 14.03 123,701,69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77,920,178 8.83 77,920,178 无  其他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

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11,653,888 1.32 11,653,888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

组合 
9,801,374 1.11 9,801,374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融通中国风 1

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014,372 0.68 6,014,372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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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华夏大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5,546,975 0.63 5,546,975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

组合 
4,735,472 0.54 4,735,472 无  其他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天达环球策略基

金－全中国股票基金

（交易所） 

4,603,979 0.52 4,603,979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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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恒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334,780,317 人民币普通股 334,780,317 

申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165,3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375,000 

江苏恒立投资有限公司 123,701,691 人民币普通股 123,701,6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7,920,178 人民币普通股 77,920,178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

金 
11,653,888 人民币普通股 11,653,88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9,801,374 人民币普通股 9,801,3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中

国风 1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014,372 人民币普通股 6,014,372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

金 
5,546,975 人民币普通股 5,546,97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4,735,472 人民币普通股 4,735,472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达环球策

略基金－全中国股票基金（交易所） 
4,603,979 人民币普通股 4,603,9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恒屹智能、申诺科技及恒立投资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汪立

平先生、钱佩新女士及汪奇先生控制，汪奇先生系汪立平

钱佩新夫妇之子；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

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中国风 1号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除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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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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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报告期末（元） 上年度末（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

融资产 
491,500,000.00  372,000,000.00  32.12%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的银行

理财产品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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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003,947,084.13    677,318,814.34  48.22% 
主要原因是 3月份订单增速

较快未到回款期所致 

预付款项 374,361,768.51    98,098,861.34  281.62% 
主要原因是原材料采购周期

较长,付预付款订单 

应付账款 801,621,348.00    495,723,309.34  61.71% 
主要原因是备货,未到付款

期 

应付职工

薪酬 
92,513,136.68    180,035,492.03  -48.61% 

主要原因是 1月份支付上年

年终奖 

应交税费 83,167,796.95     61,822,350.33  34.53% 
主要原因是利润上升,所得

税增加 

 

利润表项目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元）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26,350,355.97  19,430,504.54  35.61% 主要原因是运输费增加 

财务费用 -37,476,241.64  35,406,218.73  -205.85% 主要原因是美元汇率上升 

利息收入 14,531,854.59  8,381,803.81  73.37%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的银

行理财产品较多 

其他收益 15,012,333.39  9,530,062.23  57.53%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

助增加 

所得税费用 70,371,700.21  46,568,442.32  51.11% 
主要原因是利润上升,所

得税增加 

净利润 347,822,765.52 326,741,775.31 6.45% 

公司报告期内收入下滑但

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①子公司液压科技挖

掘机用泵阀销量增长，使

得液压科技收入同比增长

20.44%。②受规模效应和

产品结构优化影响，产品

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

加3.08个百分点。③今年

第一季度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大幅回升，促使公司本

期汇兑收益大幅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元）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元）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98,673,471.54  204,842,970.56  45.81% 

主要原因是1月份

支付上年年终奖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3,888,309.32  87,099,930.17  30.76% 
主要原因是利润

上升,所得税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6,274,077.62 88,638,131.34 -70.36% 

主要原因是购建

固定资产的支出

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9,500,000.00 395,641,589.80 -57.16% 

主要原因是本期

购买的理财产品

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7,830,554.30  390,000,000.00  -59.53% 主要原因是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6 

 

资金状况较好,减

少银行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3,076,515.40  200,000,000.00  -48.46% 

主要原因是本期

偿还的银行借款

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35,093,233.87  -22,392,620.73  256.72% 

主要原因是美元

汇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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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汪立平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