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29� � � �公司简称：利通电子

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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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邵树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开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单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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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464,517.79 2,195,912,776.70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15,509,368.52 1,008,639,370.76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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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23,336.73 -21,198,707.8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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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889,267.42 283,714,417.51 3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869,997.76 4,651,305.90 4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43,990.94 4,034,761.18 5.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68 0.47 增加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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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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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2,255.6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1,46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3,941.29

合计 2,626,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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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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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树伟 48,414,000 48.41 48,414,000 质押 9,410,000 境内自然人

邵秋萍 12,000,000 12.00 12,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邵培生 4,586,000 4.59 4,586,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德峰 3,037,000 3.04 无 境内自然人

宜兴利通智巧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2,830,000 2.83 2,830,000 无 其他

三方资产管理 （深圳） 有限公

司－三方资产正金禄存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386,300 1.3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前海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泽信好朋友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GFF

1,264,800 1.2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史旭平 1,000,000 1.00 1,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三方资产管理 （深圳） 有限公

司－三方资产正金禄存5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943,200 0.9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三方资产管理 （深圳） 有限公

司－三方资产正金泽之FOF一期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0,900 0.8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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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峰 3,0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37,000

三方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方资产正金

禄存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86,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6,300

深圳前海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泽信好朋友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GFF

1,26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4,800

三方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方资产正金

禄存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43,200 人民币普通股 943,200

三方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方资产正金

泽之FOF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0,9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900

丁伟依 740,9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9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631,655 人民币普通股 631,655

三方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三方资产正金

禄存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565,600

刘俊聪 525,200 人民币普通股 525,2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行业轮换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1,8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邵培生系邵树伟、邵秋萍之父，邵树伟与邵秋萍兄妹关系，史旭平与邵秋萍系夫妻

关系，邵树伟、邵秋萍、邵培生、史旭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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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53,623,686.83 112,551,040.13 36.49%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增加较多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823,431.44 7,208,259.81 77.90%

主要系本期转让广东博锐格精密制

造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款项还未全

部到账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0,100,000.00 0 100.00%

主要系本期投资江苏富乐德半导体

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3,918,438.45 0 100.00% 主要系本期出租部分厂房所致。

使用权资产 9,492,673.73 0 100.00% 主要系本期实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67,079.70 5,150,769.93 -63.75%

主要系本期ERP系统已投入使用，所

属会计科目从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

转为无形资产所致。

应交税费 5,512,309.84 15,549,289.91 -64.55% 主要系本期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08,364.87 449,242.91 -75.88% 主要系前期融资租赁即将到期所致。

租赁负债 10,312,318.13 0 100.00% 主要系本期实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89,889,267.42 283,714,417.51 37.42%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受新冠疫情影

响较大， 本期生产经营恢复正常所

致。

营业成本 331,404,490.82 236,009,793.27 40.42%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受新冠疫情影

响较大， 本期生产经营恢复正常所

致。

税金及附加 2,356,737.02 934,777.45 152.12%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增加较多所致。

销售费用 3,637,696.11 9,681,711.84 -62.43%

主要系受到会计政策调整影响，将原

属于销售费用科目的运输费用调整

到营业成本科目所致。

研发费用 16,003,934.39 10,331,537.58 54.90%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较

大，研发投入较少，另外原材料涨价

导致本期研发活动消耗材料费用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3,793,259.38 1,242,612.20 205.26%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期美元贬值，汇

兑损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252,255.64 2,090,107.45 55.60%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34,350.82 521,997.39 -125.74%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期未有理财产

品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7,055.01 3,451,949.33 -97.77% 主要是本期冲回坏账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335,155.49 -3,927,708.8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存货跌价增加较多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302,430.84 -348,230.7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处置广东博锐格精密制

造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产生的收

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603,941.79 967,277.75 -37.56%

主要系上年同期由于新冠疫情对外

捐赠较多，本期捐赠相对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27,193.02 3,122,325.10 -92.72%

主要系本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加

较多所致。

净利润 6,400,610.34 4,651,305.90 37.61%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受新冠疫情影

响较大， 本期生产经营恢复正常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023,336.73 -21,198,707.8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期缴纳增值税

增加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399,525.49 137,598,297.30 -135.17% 主要系前期理财产品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305,829.83 -2,723,315.9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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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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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邵树伟

日期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67� � �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2120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3日在《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18），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

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为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下午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5月1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1年5月10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8日

7、会议对象

（1）截至2021年4月2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或其它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8、会议地点：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5、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内容详见2021年4月23日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其中，议案1、议案2、议案3为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5.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21年5月7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

2、登记地点：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代理

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本

人身份证和单位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单位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1年5

月7日下午17: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陆玲燕

联系电话：0512-63293967

传 真：0512-63299905

地 址：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

邮 编：215213

2、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样本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3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67

2、投票简称：康力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0日 9:15-15:00的任意时

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

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康力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

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同意” 、“反对” 、“弃权” 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视为废票

处理）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5.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

公章。 ）

证券代码：002697�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21-024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

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6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曹曾俊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5,683,0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591%。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9,224,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841%。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459,09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9%。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共15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9,983,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浒、胡晓清列

席了本次会议。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5,457,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15%；反

对88,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29%；弃权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57,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97.7407%；反对88,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8840%；弃权13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753%。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5,462,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28%；反

对83,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2,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97.7908%；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8339%；弃权13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753%。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5,464,6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34%；反

对83,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13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4,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97.8118%；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8339%；弃权1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543%。

4、审议通过了《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5,597,1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77%；反

对83,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 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97,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99.1391%；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8339%；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270%。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85,594,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70%；反

对88,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29%；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94,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99.1100%；反对88,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8840%；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60%。

同意公司以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36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84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114,240,000.00元。 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

配利润340,564,300.35元转入下一年度。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85,462,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28%；反

对83,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2,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97.7908%；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8339%；弃权13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753%。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5,457,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15%；反

对88,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29%；弃权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57,5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97.7407%；反对88,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8840%；弃权13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3753%。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5,599,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83%；反

对83,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16%；弃权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99,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的99.1601%；反对83,2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833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6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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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鲁国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符宇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安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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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49,663,656.00 35,041,538,711.86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10,962,559.13 11,472,428,105.6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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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258,058.19 -3,523,890,617.98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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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9,565,688.19 2,910,425,701.60 3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100,222.99 -190,236,950.14 11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36,164.05 -189,498,779.77 11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1.67% 增加1.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6 1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6 1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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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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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4,946,016.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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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56,141.6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7,804.40

所得税影响额 -1,127,343.37

合计 4,964,0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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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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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94,097,741 42.23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309,941 1.82 0 无 0 其他

常州行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956,067 1.6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193,198 1.04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73,681 1.0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司 10,900,000 0.93 0 无 0 国有法人

郑启安 8,435,300 0.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96,358 0.40 0 无 0 其他

陈伟平 3,550,0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电信公司 3,040,870 0.26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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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94,097,741 人民币普通股 494,097,74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309,941 人民币普通股 21,309,941

常州行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56,067 人民币普通股 18,956,06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193,198 人民币普通股 12,193,198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73,681 人民币普通股 11,773,681

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司 10,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00,000

郑启安 8,435,300 人民币普通股 8,435,3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

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96,358 人民币普通股 4,696,358

陈伟平 3,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0,000

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电信公司 3,040,870 人民币普通股 3,040,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公司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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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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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57,102.53 397,011.90 -10.05% 主要是加大采购付款力度所致

短期借款 179,871.57 47,899.47 275.52% 主要是新增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55,543.53 46,771.82 18.75% 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5,825.81 -352,389.06 38.75% 主要是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939.87 -8,547.82 -74.78% 主要是在建工程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9,605.91 223,877.43 -10.84% 主要是股份回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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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由于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发生和持

续出现了重大变化，继续实施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将难以实现预期的

激励目的和效果。 为充分落实员工激励机制，保护员工、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结合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根据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1,755名激励对象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38,611,173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1年4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公司后

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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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国内外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影响，收入大幅下

降。 预计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会大幅增长。

公司名称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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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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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0日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邮

箱：info@fiberhome.com。 公司将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7日披露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详情请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0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1年5月12日9:00-10:00举行2020年

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0年年度业绩和经

营情况与投资者展开互动交流，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9:00-10:00

2、召开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上证e访

谈”栏目

3、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鲁国庆先生，董事、总裁戈俊先生，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符宇

航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

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2日9:00-10:00访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

（http://sns.sseinfo.com）中的“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0日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邮

箱：info@fiberhome.com。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及咨询办法

1、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2、邮箱：info@fiberhome.com

3、电话：027-87693885

4、传真：027-87691704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之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访谈” 栏目查看本次说明会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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