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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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时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建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康佳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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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7,870,769.13 1,339,282,800.80 9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367,065.23 88,101,457.47 19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5,324,887.41 82,737,446.98 172.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4,272,861.65 165,727,499.95 9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88 0.0536 196.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88 0.0536 196.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1.65% 增加 2.5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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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0,026,069.69 10,240,120,384.03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39,414,144.46 6,012,049,600.11 3.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86,179.3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9,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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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9,2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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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1,248.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71,089.00  

合计 33,042,17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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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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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18,169.67 
作为税费项目，因其与正常经营业务存在直接关系，且不具特殊

和偶发性，故将其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增值税退税 2,634,574.78 

孙公司东阳市横店东磁电机有限公司系经民政厅认定的社会民政

福利企业，其享受的增值税返还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具特殊和偶发

性，故将其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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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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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2% 822,200,000  质押 210,000,000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  44,128,84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9%  35,985,901     

何时金 境内自然人 1.58%  26,022,332  19,516,749   

郑文淦 境内自然人 1.50%  24,710,400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16,887,926     

东阳市博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14,196,441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0.69%  11,317,58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

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10,702,7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7,99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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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2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200,000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44,128,847  人民币普通股  44,12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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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5,985,901  人民币普通股  35,985,901  

郑文淦  24,7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10,400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6,887,926  人民币普通股  16,887,926  

东阳市博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196,441  人民币普通股  14,196,441  

王世忱  11,317,583  人民币普通股  11,317,58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7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02,7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7,999,947  人民币普通股  7,999,94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348,100  人民币普通股  7,34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东阳市博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管理层的持

股平台，委托横店控股作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何时金为横店控股副

总裁、公司董事长，从而与横店控股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未知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郑文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30,400 股，

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380,000 股，合计持有 24,710,400 股。王世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408,283 股，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1,909,300 股，合计持有 11,31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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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2,344,597.37   119,400,116.78   42,944,480.59  35.97% 主要系：增加购买基金产品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30,409,888.77   83,108,013.23   47,301,875.54  56.92%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期末结存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65,787,449.35   90,595,108.65   75,192,340.70  83.00%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72,531,779.41   46,645,775.67   25,886,003.74  55.49% 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64,847,441.49   161,502,644.85   103,344,796.64  63.99% 

主要系：公司加大投资，年产4GW高效大

尺寸单晶电池和年产1.48亿支高性能锂电

池等项目稳步推进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556,373.65   -15,556,373.65  -100.00% 
主要系：土地购置款、在安装软件等已全

部转入相应资产科目。 

应付票据  1,090,512,904.04   737,594,604.53   352,918,299.51  47.85% 主要系：开具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2,462,039.44   265,044,829.81   -72,582,790.37  -27.39%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2020年绩效工资所

致。 

其他应付款  95,398,121.97   53,106,221.18   42,291,900.79  79.64% 主要系：收到押金保证金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5,093,659.62   28,170,993.34   -13,077,333.72  -46.42% 
主要系：公司收购宜宾金川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557,870,769.13 1,339,282,800.80 1,218,587,968.33 90.99% 

主要系：得益于公司技术创新、市场拓展、

经营效率的不断提升，公司各业务板块发

展强劲，进一步拓展了产业发展的空间，

使得产销持续增长。 

营业成本 1,972,278,603.77 1,043,146,018.30 929,132,585.47 89.07% 
主要系：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导致成本增长

所致。 

销售费用 112,698,478.96 49,628,925.89 63,069,553.07 127.08% 
主要系：公司产品运输费和质量保证金增

加所致。 

研发费用 124,041,713.70 73,485,277.40 50,556,436.30 68.80%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8,234,388.59 -19,652,178.47 27,886,567.06 141.90% 
主要系：汇兑损失、票据贴现利息和借款

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0,453,572.21 11,221,656.30 9,231,915.91 82.27% 
主要系：本报告期政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18,363,036.64 -2,351,473.85 20,714,510.49 880.92% 
主要系：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730,039.85  1,730,039.8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基金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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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25,702,352.37 16,240,005.68 9,462,346.69 58.27% 
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引起应纳税所得额

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58,367,065.23 88,101,457.47 170,265,607.76 193.26% 

主要系：公司各业务板块发展强劲，进一

步拓展了产业发展的空间，使得产销持续

增长，盈利能力也实现了大幅的增长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4,272,861.65 165,727,499.95 158,545,361.70 95.67%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经营业绩增长，相

应带动了经营性现金流的增长。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204,571,904.68 -22,425,089.53 226,996,994.21 1012.25%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经营性现金流的增

长以及购买定期存款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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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

股票 
603093 

南华

期货 
51,800,000.00 

公允

价值

计量 

183,900,000.00 -31,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52,400,000.00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

资金 

合计 51,800,000.00 -- 183,900,000.00 -31,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52,400,00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2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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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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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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其他类 自有资金 16,234.46 16,234.46 0 

合计 16,234.46 16,234.46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机

构名称

（或受

托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类

型 

产品

类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

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概述及

相关查询索

引（如有） 

横华国

际资产

管理（新

加坡）有

限公司 

基金

管理

公司 

基金 15,982.4 
自有

资金 
  基金 

按合

同约

定 

5.00%  173 
未到

期 
 是 是 

《公司关于

以自有闲置

资金购买关

联方理财产

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0） 

合计 15,982.4 -- -- -- -- -- -- 0 17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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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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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3 月 11 日 
投资者电

话交流会 
电话沟通 其他 

碧云资本、景顺长城基金、嘉实基金、

泰康资产、润晖、博道基金、国寿养

老、信达澳银基金、红华资本、银叶

投资、华兴证券、淳厚基金、星石投

资、宝新能源、AJ Asset Management、

泽源资产、华泰证券、股衍部 

公司经营情

况介绍及问

答环节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

om.cn）公司调研活动

信息 

2021 年 03 月 12 日 
投资者电

话交流会 
电话沟通 其他 

国寿安保基金、润晖投资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景泰利丰基

金、华富基金、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中投公司、泊通投资、

SamsungAssetManagement(HongKong)

Limited、华宝信托、海通研究所、东

海证券、上投摩根基金、淳厚基金、

富安达基金、恒远资本、中国人寿资

产管理、中国人寿养老保险、广西荣

和集团、国泰君安证券、中欧基金、

嘉实基金、华泰资产管理、申万宏源

证券、中天证券、海通国际 

公司经营情

况介绍及问

答环节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

om.cn）公司调研活动

信息 

2021 年 03 月 12 日 
投资者电

话交流会 
电话沟通 其他 

兴业证券、华润元大基金、同泰基金、

国寿养老、广东钜洲投资、招商证券、

深圳新财富多媒体经营、深圳金华阳

投资、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华宝

兴业基金 

公司经营情

况介绍及问

答环节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

om.cn）公司调研活动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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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3 月 31 日 

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

会

（http://rs.

p5w.net） 

其他 其他 

通过“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参与公司 2020 年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广大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

况介绍及问

答环节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

om.cn）公司调研活动

信息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时金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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