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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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重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建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利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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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4,923,503.67 7,044,403,911.28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892,141,682.46 4,817,992,613.01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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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737,649.33 140,904,674.82 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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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473,714.13 1,805,616,037.02 -4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4,149,069.45 125,472,719.95 -4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0,279,386.24 107,223,702.39 -43.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1 2.88 减少 1.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公司 2019年派发了股票股利，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等规定，需重新计算比较期间列报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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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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04.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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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7,004.0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193,5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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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86.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47,588.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41,038.42  

所得税影响额 -1,308,154.77  

合计 13,869,6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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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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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07,773,629 37.73 81,405,86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120,025,003 11.11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 78,213,477 7.24 78,213,477 无  境外法人 

陈升 36,130,025 3.34 0 无  未知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3,315,838 2.16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20,582,767 1.90 0 无  未知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

村经济合作社 
19,808,735 1.83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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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7,598,452 1.63 0 无  未知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12,397,520 1.15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77,521 1.0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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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26,367,765 人民币普通股 326,367,765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120,025,003 人民币普通股 120,025,003 

陈升 36,130,025 人民币普通股 36,130,025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3,315,838 人民币普通股 23,315,83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20,582,767 人民币普通股 20,582,767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村经济合作社 19,808,735 人民币普通股 19,808,73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598,452 人民币普通股 17,598,452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12,397,520 人民币普通股 12,397,5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圆信永丰双

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77,521 人民币普通股 11,677,52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42,260 人民币普通股 10,942,2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位列前

10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除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位列前

10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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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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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3,899,743.03 5,781,609.30 -32.55 主要系收回代垫款项等所致 

应交税费 84,981,287.08 139,013,671.51 -38.87 主要系公司本期税金上缴所致 

其他应付款 55,168,612.88 9,074,809.93 507.93 主要系应付股利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57,000,000.00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792.42 82,834.40 51.86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化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67,473,714.13 1,805,616,037.02 -40.88 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商品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873,423,393.59 1,543,941,524.49 -43.43 主要系受销售商品减少带来成本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5,987,733.90 9,406,267.02 -36.34 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商品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3,911,278.70 20,874,896.64 -33.36 主要系受销售商品减少带来销售费用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 -264,303.25 5,345,393.40 -104.94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904,534.03 10,925,460.19 -55.11 主要系本期取得政府补助款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5,193,527.92 10,126,599.71 50.04 本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209,170.73 14,923,591.96 -282.32 主要系航民百泰期末金价变动减少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12,491.04     主要系本期坏账准备计提转回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07,989.47   主要系会计政策调整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02,704.00 61,562.61 -266.83 主要系本期出售旧设备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4,186.85 1,636,836.82 -88.14 主要系本期收到各类赔偿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541,775.20 335,864.52 656.79 
主要系本期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捐赠 250 万元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7,474,558.70 31,815,326.32 -45.08 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利润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4,737,649.33 140,904,674.82 59.5 

主要系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

28.87%，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下

降 42.58%等共同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6,155,297.47 38,228,923.42 543.9 

主要系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

加 16433 万元，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同比减少 3300 万元等共同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182,339.92 -49,356,247.78 32.77 

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5200 万

元，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

减少 3828 万元及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同比增加 7360 万元等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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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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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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重庆 

日期 2020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