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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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黎明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健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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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7,876,264.79 3,901,184,831.93 8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296,657.60 -94,163,518.93 22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0,634,548.34 -109,758,312.75 18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9,208,239.77 -153,740,357.80 -39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7 2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1.74%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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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7,861,964.97 11,245,466,892.13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74,131,013.80 5,751,889,357.00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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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5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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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40,510.6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01,3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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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974.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5,715.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75,288.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27,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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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9,662,10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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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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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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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楚江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7% 431,739,560 0 质押 68,800,000 

国家军民融合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00% 66,701,475 0   

缪云良 境内自然人 4.75% 63,402,468 47,551,851   

安徽楚江科技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 45,811,262 0   

汤优钢 境内自然人 1.41% 18,758,093 14,452,555 质押 15,140,057 

曹文玉 境内自然人 0.99% 13,201,889 9,076,040   

新疆顶立汇智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2,717,400 0 质押 8,500,000 

安徽楚江科技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95% 12,669,500 0   

航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国

发航空发动机产

其他 0.86% 11,507,59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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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曹全中 境内自然人 0.80% 10,716,332 8,03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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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1,739,560 人民币普通股 431,739,560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66,701,475 人民币普通股 66,701,475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5,811,262 人民币普通股 45,811,262 

缪云良 15,850,617 人民币普通股 15,850,617 

新疆顶立汇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71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17,400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12,66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69,500 

航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

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11,507,593 人民币普通股 11,507,593 

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0,00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1,5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剑乔私募投资基金 
9,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00 

唐武盛 8,330,101 人民币普通股 8,330,1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缪云良与曹文玉系夫妻关系，二人构成一致行动人。曹全中系曹文玉之兄。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31,739,5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37%。其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10,3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40%。 

2、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

本公司股份 10,00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其中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5%，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 

3、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剑乔私募投资基金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9,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0%。其中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

持有本公司股份 9,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0%，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 

4、唐武盛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330,1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2%。其中中信建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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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1,460,1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11%，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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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1,984,121,591.99 1,467,998,978.99 35.16% 

1、公司募投项目“铜合金板带产品升级、产能

置换及智能化改造项目”达产，新增产能释放，

营业规模快速增长，正常信用期内产品赊销资

金所占用的金额增加； 

2、一季度铜价大幅上涨，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应收账款占用金额同比增加。 

应收票据 258,966,438.29 169,648,322.52 52.65% 
主要是报告期末采用票据方式结算的货款增

加。 

应收款项融资 33,823,409.41 106,743,482.18 -68.31%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待贴现及背书的

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存货 2,199,197,041.77 1,582,453,556.41 38.97% 

1、公司募投项目达产，产销规模快速增长，

正常经营周转用占用存货增加； 

2、报告期内铜价大幅上涨，周转用存货价值

同步增加。 

开发支出 14,976,845.81 43,443,654.64 -65.5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顶立科技研究开

发项目结转至无形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8,057,600.20 105,404,264.06 78.42% 
主要是随着募投项目的投入，报告期末公司预

付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5,511,410.94 43,278,864.38 190.01%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子公司顶立科技收到部

分预缴的增资扩股款所致。 

长期借款 22,450,000.00 6,000,000.00 274.17% 
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鸟高新技改项目借

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5,872,593.58 78,458,093.61 -41.53% 
主要是公司计提的上一年度年终奖金在本报

告期内发放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7,337,876,264.79 3,901,184,831.93 88.09% 

1、公司募投项目达产，基础材料业务板块产

销规模持续增长； 

2、报告期内，铜价大幅上涨，基础材料业务

销售价格同比上升，营业收入同步增加； 

3、军工新材料及其特种装备业务板块订单充

足，营业规模同比增长。       

营业成本 6,874,695,445.43 3,721,714,435.44 84.72% 
随着营业规模及铜价的上涨，营业成本随之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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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17,682,555.73 11,289,664.05 56.63%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增值税计征的附加税增加

所致。 

研发费用 231,017,274.17 100,976,516.11 128.78%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在产品研发上加大投入，

优化产品结构。 

财务费用 30,128,512.35 21,884,809.97 37.67% 

1、报告期内营业规模增长，流动资金需求同

步增加，融资规模上升，利息支出增加； 

2、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可转换公司债券利

息支出。 

其他收益 77,982,820.40 34,464,127.19 126.2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

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6,591,676.57 -5,852,999.56 -183.47% 

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不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

法条件指定为套期工具的期货合约平仓收益

同比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18,107.44 -9,727,529.18 93.6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计提的应收款减值准备

及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3,416.91 -77,834,790.42 99.9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400,023.85 -449,907.63 1077.98% 

主要是报告期末持有的不满足运用套期会计

方法条件指定为套期工具的期货合约浮动盈

利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7,811.01 -1,927,034.21 98.56%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损失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236,710.55 1,345,382.70 214.9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149,560,705.23 -111,138,735.25 234.57% 1、告期内公司项目“铜合金板带产品升级、产

能置换及智能化改造项目”达产，产品结构进

一步调整和优化，营业规模及产品毛利同比增

长； 

2、军工新材料及其特种装备业务持续向好，

规模及业绩同比增长。 

净利润 128,740,499.95 -91,024,248.64 241.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20,296,657.60 -94,163,518.93 227.75% 

所得税费用 20,820,205.28 -20,114,486.61 203.5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同比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9,208,239.77 -153,740,357.80 -393.82% 

1、报告期，公司基础材料业务及、军工新材

料及其特种装备业务营业规模增长，公司周转

用存货及正常信用期内应收账款占用资金增

加；                                                             

2、一季度铜价大幅上涨，带来正常生产经营

运营资金投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88,329.19 -73,401,568.11 96.61%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赎回上年度以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收益型理财产品

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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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1,114,319.29 131,516,249.56 235.41%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规模上升，融资

规模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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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8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公开发行了 1,83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8.30 亿元，期限六年。 

2、2019年9月12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3、2019年10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2606），公司公

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4、2020年1月17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5、2020年4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3号）。 

6、2020年6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 6月23日上

市。债券简称“楚江转债”，债券代码“128109”。 

7、2020年12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楚江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 年12月10日开始

转股，转股期限为2020年12月10日至2026年6月3日。 

截至 2021 年3月31日，“楚江转债”因转股金额减少 107,100.00 元（1071张债券），转股数量为12,244股。 “楚江转债”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1,829,892,900.00 元，剩余债券18,298,929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等相关材料 
2019 年 08 月 26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等相关材料 
2019 年 09 月 16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16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的公告》 

2020 年 01 月 20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18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

告书》等相关材料 
2020 年 06 月 22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楚江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

告》 
2020 年 12 月 08 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9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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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9月10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0月10日以及2019年10月26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或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4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6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当回购总额达到20,000万元（含）时，则该部分股份优先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公司将继续实施回购股份并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

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截至 2020 年 9 月 8 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已届满。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 42,811,26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21%，最高成交价为 7.6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83 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 279,641,049.60 元（不含交易费用）。 

2、2020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0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

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 元/股（含）。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1年 3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22%，最高成交价为 10.0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8.96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8,522,559.45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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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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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衍生品

投资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报告期

内售出

计提减

值准备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实际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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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名

称 

型 始投资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如

有）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益金额 

上海期

货交易

所 

无 否 

套期保

值铜合

约 

25,154.

8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25,154.

8 

2,873.5

5 

2,844.8

9 
 

25,183.

45 
4.29% -266.58 

上海期

货交易

所 

无 否 

套期保

值锌合

约 

41.67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41.67 9.63 42.68  8.62 0.00% 0.25 

上海期

货交易

所 

无 否 

套期保

值钢合

约 

895.65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895.65 305.81 173.29  
1,028.1

7 
0.18% -974.09 

上海期

货交易

所 

无 否 

套期保

值锡合

约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03 月 31

日 

 259.85 103.94  155.91 0.03% -28.51 

合计 
26,092.

12 
-- -- 

26,092.

12 

3,448.8

4 
3,164.8 0 

26,376.

15 
4.50% 

-1,268.9

3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1 年 04 月 24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建立了完备的风险控制体系， 对可能出现的法律法规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以及现金流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有效控制；公司制订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方案，规

范履行审核、审批程序，严格按照审核后的套保方案操作。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持有的期货合约的公允价值依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应合约的结算价确定，无需设

置各类参数。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

功能，减少公司生产经营中商品因价格波动而造成的损失，保证公司业务稳步发展。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商品期货期权套

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实施操作，从制度上对套期保值的业务风险进行严格的

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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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表示同意。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基础材料产能扩充项目已相继投产并逐步达产，导体项目和军品上量项目也按预期进度有序推进。其中《铜

合金板带产品升级、产能置换及智能化改造项目》已建成达产，新增产能7.5万吨/年，2021一季度年公司铜板带产销规模突

破6.81万吨，同比增长61.17%以上。《年产12万吨铜导体材料项目》一期项目已于2020年6月份投产，二期项目计划于今年

建成投产；《飞机碳刹车预制体技术改造项目》和《碳纤维热场预制体产业化项目》的基建和主体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已接

近完成80%的进度，预计今年建成投产；《年产5万吨高精铜合金带箔材项目》、《年产6万吨高精密度铜合金压延带改扩建

项目（二、三期）》、《年产30万吨绿色智能制造高精高导铜基材料项目（一期）》和《年产2万吨高精密铜合金线材项目》

等项目已完成前期设计工作，相继开工建设。具体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63号《关于核准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通过向8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89,889,036.00

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0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5,283.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649.9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3,633.0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2月30日到位，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7]0046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报告期内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27,345.93万元，其中使用智能热工装备及特种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26,578万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40,286.26万元。 

截止2021年3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1,778.47万元，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2、2018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55号《关于核准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缪云良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由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向4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136,405,109.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47,499,997.32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

民币19,814,459.74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27,685,537.5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6月11日到位，业经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9]6175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报告期内，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5,297.98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61,718.59万元。                                                                                                                                 

截止2021年3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12,610.97万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500.00万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6,300.00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4,810.97万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2019年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35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83,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437.6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1,562.4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6月10日

到位，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0]241Z0002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 

报告期内，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5,567.62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48,581.03万元（含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8,562.40万元）。 

截止2021年3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135,142.36万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9,500.00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55,000.00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50,642.36万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

入和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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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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22,000 -- 27,000 6,109.81 增长 260.08% -- 34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 0.20 0.05 增长 220.00% -- 30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1、公司募投项目“铜合金板带产品升级、产能置换及智能化改造项目”达产，基础材料业务

产销规模增长，项目效益逐步显现； 

2、军工新材料及其特种装备业务订单充足，规模及业绩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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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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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东方证券、华夏

基金等 3 位机构

投资者 

公司近期经营

情况及未来发

展战略。未提供

具体内容详见：2021

年 1月 6日巨潮资讯网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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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录表》。 

2021 年 01 月 0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个人 

安信证券等 30

位机构投资者

和 4 位个人投资

者 

公司近期经营

情况及未来发

展战略。未提供

资料。 

具体内容详见：2021

年 1月 8日巨潮资讯网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1 年 02 月 1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招商证券等 17

位机构投资者 

公司近期经营

情况及未来发

展战略。未提供

资料。 

具体内容详见：2021

年 2 月 22 日巨潮资讯

网《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1 年 02 月 24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东方证券等 6 位

机构投资者 

公司近期经营

情况及未来发

展战略。未提供

资料。 

具体内容详见：2021

年 2 月 26 日巨潮资讯

网《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纯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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