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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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晓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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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04,185,488.58 78,587,641,010.31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054,686,614.86 13,011,838,119.9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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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483,981.44 -2,040,684,755.3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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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33,138,144.53 16,327,542,301.77 4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652,599.52 -351,778,606.1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9,979,715.94 -435,265,892.2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1583 -3.738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45 -0.076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45 -0.076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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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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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35,9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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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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18,967.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840,020.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773,913.9 

所得税影响额 -10,719,962.49 

合计 70,632,3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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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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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071,813,562 23.22 0 无 0 国有法人 

陶爱民 20,037,934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7,903,806 0.39 0 无 0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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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

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0.30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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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71,813,562 
人民币普通

股 
1,071,813,562 

陶爱民 20,037,934 
人民币普通

股 
20,037,93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903,806 

人民币普通

股 
17,903,806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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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656,81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6,8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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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本期数 
年初数/上年同

期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0,633.53  80,500.00  74.70% 

主要系子公司长虹美菱

新增理财产品，及子公

司长虹华意理财产品规

模变化所致 

应收票据 235,237.51  175,164.64  34.30% 
主要系子公司长虹佳华

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合同资产 1,279.67  694.99  84.13% 
主要系子公司长虹华意

质保金业务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4,524.23  83,469.68  -34.68%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终奖

及疫情期间缓交的 2020

年度社保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64.81  697.93  253.16%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所致 

营业收入 2,383,523.19  1,632,754.23  45.98%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

影响较大所致 

营业成本 2,152,717.39  1,498,626.15  43.65% 
主要系销售规模增加所

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290.68  6,441.54  75.28% 
主要系房地产项目营业

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11,579.85  83,585.09  33.49% 
主要系销售规模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0,268.43  19,751.21  -48.01% 
主要系有息负债减少及

汇率波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694.39  -6,159.07  41.16% 
主要系子公司长虹佳华

存货跌价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769.47  -7,962.12  -40.10% 

主要系上年同期疫情因

素导致应收款项账龄受

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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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18.99  2,852.24  -71.29% 
主要系远期外汇合约汇

率波动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9,391.09  4,021.70  133.51% 

主要系本期远期外汇合

约交割收益、理财收益

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损益 118.04  -12.52  不适用 

主要系子公司长虹华意

本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

产生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07.77 705.31 156.31% 
主要系本期收回东旭光

电最后一次赔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453.92  256.03  77.29%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

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82.34  3,115.98  56.69%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503.98  -13,456.5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理财投资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17.28 107,681.06  -94.88% 

主要系有息负债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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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勇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