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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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玉 董事 工作原因 刘晓峰 

王化民 董事 工作原因 孙晓峰 

翟怀宇 董事 工作原因 刘晓峰 

王立军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邴正 

隋殿军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无 

 

1.3  公司负责人宋尚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越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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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4,962,787.55 58,317,991,463.97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314,046,384.54 14,569,020,468.91 -1.7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3,935,453.53 126,510,914.48 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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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3,664,335.80 2,014,014,836.15 4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1,964,128.93 -273,672,592.44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9,299,640.84 -282,119,590.57 4.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1.81 -1.92 增加 0.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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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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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兴业银行

－北京世纪融商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29,477,298 3.99 0 未知 0 其他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9,477,298 3.99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9,722,935 3.38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108,482,368 3.34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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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295,088,616 人民币普通股 295,088,616 

万忠波 160,165,990 人民币普通股 160,165,990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5,009,212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9,212 

天津鸿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48,936,170 人民币普通股 148,936,170 

无锡圣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48,936,170 人民币普通股 148,936,170 

无锡金嘉源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144,989,170 人民币普通股 144,989,17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北京世纪融商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9,477,298 人民币普通股 129,477,298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9,477,298 人民币普通股 129,477,298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9,722,935 人民币普通股 109,722,935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8,482,368 人民币普通股 108,482,3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长春市

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与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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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金塔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亚泰集团高管人员、所属企业

班子成员（总部中层）和核心骨干管理人员，其已取得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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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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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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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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6,927.25  83,986.65   -67.94  票据到期收款所致。 

长期借款 155,806.61  231,448.44   -32.69  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

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295,366.43 201,401.48 46.66 贸易收入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2,393.55 12,651.09 235.10 

销售商品收现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64.23 1,761.27 -262.62 

收回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129.95 -109,787.70 62.54 

偿还债务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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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转让吉林省万国易购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2021年1月18日，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刘树森先生在亚泰大厦会议室主持召开了2021年第5次

总裁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吉

林省万国易购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41%的股权转让给吉林省万国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

议案。 

吉林省万国易购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3月，经营范围为电子商务平台的开

发、跨境电商运营等，注册地址为长春市经济开发区机场大路7299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

亚泰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1%的股权（尚未实缴），长春国际陆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31%的股权，吉林省万国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8%的股权。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吉林省

万国易购跨境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41%的股权，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吉林省万国汇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转让完成后亚泰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吉林省万国易购跨境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截止目前，上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2、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 

2021年2月3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出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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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建材产业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出资共计

人民币1亿元分别设立福建资飞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红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橦康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广东菲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康隆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5家注册资本均为人民

币2,000万元，主要经营水泥、水泥熟料、矿粉、煤灰、碎石、河沙、工业废渣、建筑材料的销售、

水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吉林亚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分别持有5家公司100%的股权。 

截止目前，上述5家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 

3、设立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启航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并以资产对其进行增资 

2021年2月25日，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启航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并以资产对其进行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地产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长春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资人民币800万元设立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启航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长春净月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启航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体育赛事策划等

业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 万元，长春亚泰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根据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启航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需要，同意长春亚泰金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亚泰体育文化中心项目按照85,800万元的价格对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启航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启航

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800万元增至人民币86,600万元，长春亚泰金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截止目前，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启航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4、设立吉林亚泰新动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5日，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刘树森先生在亚泰大厦会议室主持召开了2021年第12

次总裁办公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 

根据商贸产业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1,000万元设立吉林亚泰新动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新动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1,000万元，主要经营服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等业务，吉林亚泰富

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目前，吉林亚泰新动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 

5、转让凤城亚泰隆鑫贸易有限公司股权 

2021年4月12日，亚泰集团副董事长、总裁刘树森先生在亚泰大厦会议室主持召开了2021年第

19次总裁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凤城亚

泰隆鑫贸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哈尔滨顺钢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凤城亚泰隆鑫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经营范围为煤炭、铁矿石、铁矿粉经销等，注

册地址为辽宁省丹东凤城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亚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

的股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准审字

[2021]2015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20 年 12 月31日，凤城亚泰隆鑫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39,936,562.58元，总负债为529,114,997.59 元，净资产为  10,821,564.99 元，2020年实现营

业收入621,285.98元，净利润-25,894,131.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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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凤城亚泰隆鑫贸

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1,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哈尔滨顺钢能源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亚泰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凤城亚泰隆鑫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 

截止目前，上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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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尚龙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