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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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献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三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乐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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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289,528.82 2,419,480,010.53 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27,125,050.26 1,612,954,112.21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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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2,140.38 38,968,604.69 1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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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130,044.11 386,219,983.45 14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751,350.20 34,604,755.96 48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855,746.01 32,283,842.09 52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8 2.78 增加 9.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10 49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10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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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32.2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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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8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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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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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89.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8,720.92   

所得税影响额 -104,314.46   

合计 895,6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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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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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洛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9,019,800 28.57 0 质押 48,24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高献国 21,933,854 6.33 0 质押 14,600,000 境内自然人 

珠海厚赢一号咨询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893,534 5.7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821,885 4.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高峰 8,420,401 2.43 0 质押 6,638,000 境内自然人 

周三昌 8,175,748 2.36 0 质押 5,060,000 境内自然人 

勇新 4,288,478 1.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远夏 4,025,378 1.16 0 质押 1,000,000 境内自然人 

金译平 3,479,258 1.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3,070,000 0.8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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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洛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9,019,8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19,800 

高献国 21,933,854 人民币普通股 21,933,854 

珠海厚赢一号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893,534 人民币普通股 19,89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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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821,885 人民币普通股 14,821,885 

高峰 8,420,401 人民币普通股 8,420,401 

周三昌 8,175,748 人民币普通股 8,175,748 

勇新 4,288,478 人民币普通股 4,288,478 

高远夏 4,025,378 人民币普通股 4,025,378 

金译平 3,479,258 人民币普通股 3,479,25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3,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献国家族成员为河南洛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高远夏为高献国、高峰、

高强之父；郑国富为高献国妻子之胞兄。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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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 55,227,006.00 100,000.00 55127.01% 
主要系公司持有票据目的改变

分类至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500,970,476.01 374,216,306.63 33.87% 主要系销售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81,594,702.95 130,022,773.35 -37.25% 
主要系公司持有票据目的改变

分类至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55,150.80 2,320,788.49 -84.70% 
主要系保证金减少及收到保险

公司赔偿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8,890,410.00 -100.00% 

主要系收到盖娅互娱股权转让

款本息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349,683.34 21,548,567.43 -33.41% 
主要系待抵扣/待认证增值税

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718,436.24 8,905,867.67 54.04% 
主要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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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173,430,442.95 103,198,508.48 68.06% 主要系融资结构调整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538,069.70 5,332.03 9991.27% 主要系外汇期权波动所致。 

应付票据 43,897,124.91 12,130,264.32 261.88% 主要系票据开具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7,046,205.36 49,452,196.37 -45.31% 主要系公司发放年终奖所致。 

 

(2) 报告期末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944,130,044.11 386,219,983.45 144.45% 
主要系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及销

售价格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587,527,793.59 291,846,947.04 101.31% 主要系销售量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47,525,669.48 19,958,205.63 138.13% 
主要系销售量增加运费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30,872,870.88 19,648,180.32 57.13% 
主要系授予员工股票期权产生

费用及工资薪金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24,231,674.60 15,013,266.72 61.40%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5,222,795.94 2,645,697.32 97.41% 
主要系受汇率波动影响汇兑损

失增所致 

其他收益 1,174,882.69 3,243,263.74 -63.77%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949,626.76 -1,809,835.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汇期权

交割受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532,737.67 1,590,500.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汇期权

汇率波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551,053.89 685,202.40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款项增加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96,369.62  -100.00% 
主要系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所

致。 

营业外支出 568,720.92 256,019.62 122.14% 主要系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3,296,067.53 6,339,983.00 425.18% 
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

致。 

 

(3) 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802,140.38 38,968,604.69 122.75% 

主要系盈利能力增强现金净流

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9,966.24 -3,517,028.95 77.54% 

主要系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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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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洛升及其主要决策人（高献国、周三昌、高峰）与南钢股

份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河南洛升将其持有的公司5,000万股股份（对应公司总股本的

14.42%）转让给南钢股份，具体详见《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协议转让暨策划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2021年4月8日，河南洛升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

确认书》，确认本次协议转让给南钢股份的5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过户登记手续已经办理

完成。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尚未发生变更，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及《浙江万盛股份

有限公司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公司的控制权将在非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后发生变更。目前，公司尚在准备非公开发行的各项申报资料，待准备完成后，公司

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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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295%-33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10%-350%。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及产品毛利率增长。 

 

 

公司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献国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