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福赛尔 

NEEQ : 873483 

 

芜湖福赛尔航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目 录 

第一节 重要提示 ........................................................................................................................ 4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 5 

第三节 重大事件 ........................................................................................................................ 8 

第四节 财务会计报告 .............................................................................................................. 10 

 

 



3 
 

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福赛尔 指 芜湖福赛尔航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班券商、开源证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本报告期、本年度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章程 指 芜湖福赛尔航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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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陈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金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金保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

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

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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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福赛尔 

证券代码 873483 

挂牌时间 2020 年 8 月 5 日 

进入精选层时间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连续竞价交易 √集合竞价交易 □做市交易  

分层情况 基础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C）制造业-（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5）合成

材料制造-（C2652）合成橡胶制造 

法定代表人 陈卫东 

董事会秘书 盛旭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21MA2PTX8D9C 

注册资本（元） 5,009,500.00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安徽芜湖县新芜经济开发区外环路 269 号 

电话 0533-8118891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县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外环路 269 号 

邮政编码 241100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开源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2021年3月31日） 

上年期末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

期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9,643,913.41 24,775,289.95 19.6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10,497.61 10,676,903.16 0.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3.87% 56.9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3.87% 56.91%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1年 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 1-3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654,668.56 2,674,325.90 36.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94.45 253,881.28 -86.7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1,522.76 145,806.28 -16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720.13 -145,269.47 58.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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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0.31% 2.8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0.95% 1.63% - 

利息保障倍数 1.50 3.89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营业收入：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980,342.66 元，增长比例为 36.66%，其主要原因是公

司积累的客户对公司产品评价较高，对公司追加了订单，所以 2021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 2020 年

同期有增长。 

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报告期内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220,286.83

元，减少比例为 86.77%，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在营业收入上升的同时公司产品

毛利有所下降，另外2021年第一季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上涨导致净利润也相对上年同期减少。 

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报告期内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247,329.04 元，降低比例为 169.63%，其变化的主要原因与净利

润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降低 84,480.66 元，较

上年降低比例 58.13%，其主要原因 2021 年第一季度支付给职工工资以及相关税费较 2020 年同期有

大幅增长。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政府补助 180,156.28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80,156.28 

所得税影响数 45,039.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35,117.21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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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 0 0 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09,500 100% 0 5,009,5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4,007,600 80% 0 4,007,600 80% 

      董事、监事、高管 1,001,900 100% 0 1,001,900 8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009,500 - 0 5,009,5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单位：股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股

数 

持

股

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

持股

比

例% 

期末持

有限售

股份数

量 

期

末

持

有

无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质

押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司

法冻

结股

份数

量 

是否通过认购

公司公开发行

的股票成为前

十名股东，如

是，披露持股

期间的起止日

期 

1 陈卫东 4,007,600 0 4,007,600 80% 4,007,6

00 

0 0 0 否 

2 高欣 751,425 0 751,425 15% 751,425 0 0 0 否 

3 朱泽轩 250,475 0 250,475 5% 250,475 0 0 0 否 

合计 5,009,500 0 5,009,500 100% 5,009,5

00 

0 0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三名股东之间无任何关系。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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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重大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是否经过内部

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担保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0-007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

并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

工激励措施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回购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1-003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见公开转让

说明书 

债券违约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失信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一)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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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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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一)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145.58 282,462.7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895,228.67 5,945,055.23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7,000.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80,000.00 80,000.0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754,410.98 2,088,596.3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80,390.41 845,233.38 

流动资产合计 14,444,175.64 9,248,347.7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791,074.19 2,829,3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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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1,832,214.37 12,072,436.91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21,383.64 22,798.7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55,065.57 602,334.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199,737.77 15,526,942.19 

资产总计 29,643,913.41 24,775,289.9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9,038,732.90 4,528,095.2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299,200.00 16,666.6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97,210.13 86,475.06 

应交税费 66,406.60 96,573.67 

其他应付款 4,511,372.87 4,450,082.8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500,000.00 4,5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8,512,922.50 13,677,893.49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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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0,493.30 420,493.3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20,493.30 420,493.30 

负债合计 18,933,415.80 14,098,386.7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009,500.00 5,009,5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814,554.71 2,814,554.7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85,284.85 285,284.8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601,158.05 2,567,563.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10,497.61 10,676,903.1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710,497.61 10,676,903.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9,643,913.41 24,775,289.95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金保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金保 

 

(二)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营业总收入 3,654,668.56 2,674,325.90 

其中：营业收入 3,654,668.56 2,674,325.9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624,470.66 2,420,635.77 

其中：营业成本 3,176,002.99 2,077,677.49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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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65,233.71 1,817.68 

销售费用 49,940.24 31,940.00 

管理费用 168,896.59 198,462.69 

研发费用 95,126.82 17,480.00 

财务费用 69,270.31 93,257.91 

其中：利息费用 68,456.28 92,348.91 

利息收入 140.80 104.56 

加：其他收益 180,156.28 144,10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75,898.34 -130,546.6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4,455.84 267,243.4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455.84 267,243.45 

减：所得税费用 861.39 13,362.1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594.45 253,881.28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594.45 253,881.28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3,594.45 253,881.28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4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3,594.45 253,881.28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3,594.45 253,881.28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金保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金保 

 

(三)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1,527.72 200,860.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27,455.62 247,988.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78,983.34 448,848.6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7,865.00 193,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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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97,743.82 148,356.5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7,880.04 73,369.6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5,214.61 179,157.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08,703.47 594,11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720.13 -145,269.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12,0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2,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8,597.08 92,449.54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8,597.08 92,449.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97.08 -92,449.5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8,317.21 -349,7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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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2,462.79 359,978.2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145.58 10,259.21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金保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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