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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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淑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淑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健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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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421,571.68

101,485,713.27

15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657,666.76

58,226,045.48

79.74%

101,423,532.99

56,551,045.48

79.35%

-48,979,133.26

-18,487,723.89

-16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52

3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52

3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3%

5.04%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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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9,188,614.10

2,725,379,235.51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4,148,033.17

2,068,550,936.58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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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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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876,254.04
581,438.11
60,682.16
3,234,133.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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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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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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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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18,860

0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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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王淑敏

境内自然人

35.07%

52,668,162

52,668,162

陈剑锋

境内自然人

13.16%

19,764,835

19,764,835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

5,000,000

5,000,000

方达国防军工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

4,022,866

0

2.66%

4,000,000

4,000,000

鹰潭道信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嘉兴华控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刘扬

境内自然人

1.99%

2,992,392

2,992,392

高昆

境内自然人

1.72%

2,577,229

2,577,229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2,477,640

2,477,64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2,477,640

2,477,640

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1,795,462

1,795,462

珠海汉虎纳兰德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霍尔果斯华控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控科工（宁
波梅山保税港
区）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宁波汇钻创业投
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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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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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4,022,866 人民币普通股

4,022,866

1,303,083 人民币普通股

1,303,083

1,1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900

1,108,914 人民币普通股

1,108,914

952,834 人民币普通股

952,834

926,805 人民币普通股

926,805

#刘之洪

8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4,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9,886 人民币普通股

729,886

504,029 人民币普通股

504,029

4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5,000

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核
心科技 6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嘉兴华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华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

说明

金管理人均为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除此外，未知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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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科目
应收款项融资

2021年3月31日
2,734,883.01

2020年12月31日
4,349,749.84

变动原因说明

变动幅度

-37.13%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

致。
预付款项

17,718,616.65

11,787,877.10

50.31% 主要系本期采购增加，预付供应

商款项较多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75,954.08

694,482.95

112.53%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固定资产

159,130,404.29

113,051,776.18

40.76% 主要系本期新增起落架设备转固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0,592,443.28

7,972,399.23

32.86%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蓝太航空

纳入合并范围，厂房装修款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387,534.40

8,462,935.79

199.98%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京瀚禹购

买设备预付款较多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712,597.11

16,660,218.30

-41.70%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了年终奖金所

致。
利润表科目
营业收入

2021年1-3月
254,421,571.68

2020年1-3月
101,485,713.27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150.70% 主 要 系 本 期 母 公 司 销 售 增 长 较

多，且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营业成本

68,725,358.90

20,305,097.20

238.46%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销售增加，故

成本有所增加，且控股子公司京
瀚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税金及附加

2,272,228.34

1,118,520.87

103.15%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销售费用

6,851,819.34

368,237.22

1760.71%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管理费用

15,432,937.54

6,685,652.34

130.84%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研发费用

12,102,169.00

5,184,291.82

133.44% 主 要 系 本 期 母 公 司 研 发 投 入 增

加，且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财务费用

-2,556,352.71

-609,578.59

-319.36%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增加，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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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6,942,906.27

1,771,329.74

291.96% 主要系收到增值税退税以及科研

经费较多。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11,527,374.82

-2,382,792.16

-383.78% 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计提的信

用减值损失增加，且控股子公司
京瀚禹纳入合并范围。

以“-”号填列）

所得税费用

21,883,438.27

9,640,766.70

126.99% 主 要 系 母 公 司 本 期 利 润 增 加 较

多，且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现金流量表科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2021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1-3月

107,571,257.64

35,919,410.14

199.48% 主 要 系 母 公 司 本 期 销 售 回 款 增

加，且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7,066,881.46

5,139,835.31

37.49% 主要系本期收到增值税退税及科

研经费增加所致。

有关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53,312,027.02

26,582,537.10

100.55% 主要系本期采购增加，付款增加

所致。

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46,426,037.66

11,943,134.44

288.73%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

入合并范围所致。

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55,969,786.78

19,382,683.41

188.76% 主要系收入增加，利润增加，支

付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11,318,451.53

1,638,614.39

590.73%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京瀚禹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48,979,133.26

-18,487,723.89

-164.9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经营性现

金流入增加，同时经营性现金流
出增加较多，且控股子公司京瀚
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流量净额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13,500,000.00

-100.00% 主要系去年同期购买的银行理财

到期赎回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17,985,555.37

5,428,765.00

231.30% 主要系本期构建固定资产增加所

致。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17,340,190.32

-

100.00% 主要系本期支付投资蓝太航空款

所致。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634,472,557.25

284,465,725.81

123.04% 主要系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物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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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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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以2000万元现金受让余遂海持有的陕西蓝太航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已实缴）对应的50%的股权（增资前），同时
以2000万元价格认购蓝太航空新增注册资本2000万元，并与余遂海等主体签署《余遂海与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陕西蓝太航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会议、2021年2月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股东股份减持自愿性承诺的议案》、《关于新增部分股东股份减持自愿性承
诺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淑敏、陈剑锋、刘扬、郑聃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王淑敏、自然人股东陈剑锋、刘扬、郑聃、李荣立股东申请变更股份减持自愿性承诺，闫荣欣、张秋来、夏青松、
高昆、吴晓明、孙立秋、唐红英、王影、唐君、冯华、常春、齐立忠、李光宇、肖凯、杨昌坤、杨涛、张晓红、刘晓华、吴
润、张伟、彭向东、叶小平、刘俊杰等23名自然人股东申请新增股份减持的自愿性承诺，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26日、2021
年2月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及新增部分股东自愿性股份减持承诺公告》等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陕西蓝太航空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部分股权并对其增资；

2021 年 02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21-009）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陕西蓝太航空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部分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进展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收购陕
2021 年 02 月 20 日

西蓝太航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并对其增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10）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及新增

2021 年 01 月 26 日

部分股东自愿性股份减持承诺公告》
（公
告编号：2021-006）等公告

关于变更及新增部分股东自愿性股份减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持承诺公告
2021 年 02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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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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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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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4月2日《关于核准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604号）的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7,540,0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22.53 元。截至2020年4月22日止，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845,776,2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71,694,879.2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74,081,320.75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47,874,124.53 元，剩余资金人民币
798,845,471.69 元已由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分别转入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开立的
631923177账户人民币288,845,471.69元、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开立的631935611账户人民币285,000,000.00元 、中国
农业银行北京沙河支行开立的11081001040021479账户人民币145,000,000.00 元、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昌平支行开立的
0200048929200240620账户人民币80,000,000.00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ZA90148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845,776,200.00
减：发行费用
71,694,879.25
募集资金金额
774,081,320.75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84,452,501.75
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集投资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金额

103,387,600.00

募集资金到位后直接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金额

281,064,901.75

等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389,628,819.00
加：累计收到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8,624,5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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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98,253,3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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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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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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