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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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永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俊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天

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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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40,938.17 92,308,286.63 10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468,120.27 13,726,857.98 19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010,399.25 -25,237,968.02 4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239,416.56 -8,327,515.78 -107.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3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3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2% 1.53%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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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638,388.51 1,490,246,817.08 2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8,010,326.93 324,981,968.68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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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38,5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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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2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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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099.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317.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492,839.84

合计 55,478,5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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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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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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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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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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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01% 129,168,708 0 质押 64,249,900

林春光 境内自然人 2.75% 14,174,980 14,174,980

罗文华 境内自然人 1.51% 7,811,300 0

徐九丁 境内自然人 1.06% 5,474,045 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0.98% 5,085,178 0

上海迎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绿洲 11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1% 4,700,000

光正眼科医院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其他 0.77% 3,999,946

乌鲁木齐绿保

能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1% 3,168,900

贾君华 境内自然人 0.56% 2,900,000

席燕平 境内自然人 0.46% 2,38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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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129,168,708 人民币普通股 129,168,708

罗文华 7,811,300 人民币普通股 7,811,300

徐九丁 5,474,045 人民币普通股 5,474,045

KING�JOIN�GROUP�LIMITED 5,085,178 人民币普通股 5,085,178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绿洲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0

乌鲁木齐绿保能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3,168,9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8,900

贾君华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席燕平 2,38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6,900

寻艳红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何立军 1,6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表格中第一大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3,000,0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9,168,708股； 第二大股东罗文华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00,

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811,300股；第三大股东徐九丁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946,4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474,045股；第五大股东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绿洲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700,000股，合计持有公

司4,700,000股；第八大股东席燕平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386,900股，合计持有公

司2,386,900股；第九大股东寻艳红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700,000股，合计持有公

司1,700,000股；第十大股东何立军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81,000股，合计持有公

司1,681,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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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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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变动明细表

项目 年末数/本期数 年初数/上年同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1,351,330.55 150,810,281.63 -39.43% 主要原因系本年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固定资产 186,388,384.02 280,557,195.10 -33.56%

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光正钢机100%股权，光正

钢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体系所致。

无形资产 60,155,303.53 103,959,829.27 -42.14%

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光正钢机100%股权，光正

钢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体系所致。

预收款项 614,652.44 2,256,092.59 -72.76%

主要原因系部分预收款项达到收入确认条件，

转入应收账款所致。

合同负债 13,900,731.62 9,668,951.32 43.77% 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加合同预收款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875,714.14 1,794,824.56 115.94% 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加未终止确认的票据所致。

长期借款 80,000,000.00 260,000,000.00 -69.23% 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递延收益 4,561,992.69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处置光正钢机100%股权，光正

钢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体系所致。

营业收入 191,740,938.17 92,308,286.63 107.72%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水

平较低，本报告期逐渐恢复正常。

营业成本 125,951,248.84 77,783,069.25 61.93%

主要原因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成本费用相应

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48,890,770.46 15,461,643.25 216.21%

主要原因系1、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成本费用相

应增加；2、 本期市场活动及运营维护支出所

致。

管理费用 36,809,542.02 26,466,620.66 39.08%

主要原因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成本费用相应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1,072,127.08 4,016,412.96 175.67%

主要原因系新租赁准则下，租赁负债中的未确

认融资费用计入财务费用所致。

其他收益 1,621,207.55 3,212,197.06 -49.53%

主要原因系本期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72,398,002.26 36,749,236.71 97.01%

主要原因系本期出售子公司光正钢机有限责

任公司100%股权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239,416.56 -8,327,515.78 -107.02%

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加市场活动及运营维护支

出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715,579.10 11,244,440.80 626.72%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处置子公司股权款较上

年增加及投资支出较上年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890,862.00 22,065,131.85 -525.52% 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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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由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以不超过15元/股的价格，回购

不超过200万股公司股票，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2021年3月15日，公司披露《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2021年3月1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数量为1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2%，最高成交价为10.35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10.3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035,00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2021年3月27日，公司披露《关于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司实际回

购股份区间为2021年3月18日至2021年3月25日，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999,9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873%，最高成交价为10.35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9.9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0,256,732.76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完成股份回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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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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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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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

-

8,000 -851.31 增长 804.80%

-

-

1039.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

-

0.15 -0.02 增长 700.00%

-

-

85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期有所增长，主要系：1、上年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利润有

所下滑，本年度公司各方面运营已经步入正轨；2、本期处置光正钢机产生非经常性损益，预

计将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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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周 永 麟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眼科 公告编号：2021-053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登记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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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全资子公司霍

城县光正燃气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城光正” ）、光正能源（巴州）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巴州光正” ）进行增资：巴州光正将以其所享有的霍城光正的债权对霍城光正增资2,820

万元，增资后霍城光正注册资本将变为3,820万元；巴州光正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增资3,

900万元，增资后巴州光正注册资本将变为13,900万元。详情请见公司发布在指定媒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6）。

二、增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霍城光正、巴州光正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分别取得了霍城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一）霍城县光正燃气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霍城县光正燃气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23333048029X

3．法定代表人： 杨红新

4．注册资本： 叁仟捌佰贰拾万元整

5．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果子沟牧场兴荣北路45号

6．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15年3月27日

8．经营范围：天然气、能源开发技术咨询服务，车用燃气配件、润滑油及建材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象牙及制品除外）；日用杂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销售；打字复印（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光正能源（巴州）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光正能源（巴州）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1676326182F

3．法定代表人：杨红新

4．注册资本： 壹亿叁仟玖佰万元整

5．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上护镇库库高速公路842号新宝加气站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08年7月16日

8．经营范围：天然气产品开发，汽车配件，润滑油，建材批发，天然气零售（限分支机构

经营），批发零售；食品、水果、文化办公用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壁挂炉、厨房用具、电子产

品；零售：烟；特种设备出租；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管控要素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三、增资完成后的股东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股本 持股比例 与上市公司关系

霍城县光正燃气能源有限

公司

光正能源（巴州）有限公

司

3,820 100% 全资子公司

光正能源（巴州）有限公

司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3,900 100% 全资子公司

四、备查文件

1．霍城光正营业执照；

2．巴州光正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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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晓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凡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于

理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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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847,174.07 66,521,133.41 62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794,230.66 -153,132,276.34 11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786,717.17 -162,592,851.09 10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9,236,757.95 -152,522,273.54 296.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57 10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57 10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8.07%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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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334,282.77 2,663,654,060.49 10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9,872,899.03 1,455,461,026.74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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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3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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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3,943.03 电影专资返还专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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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316.82

理财产品收益、 结构性存款公

允价值变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6,261.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75,902.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193.60

合计 11,007,51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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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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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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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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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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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珍 境内自然人 53.72% 202,150,502

李根长 境内自然人 11.76% 44,249,498

广州融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52% 35,840,000 26,88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战略转型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3% 2,739,980

窦大勇 境内自然人 0.48% 1,817,160

路继业 境内自然人 0.31% 1,163,438

黄忠林 境内自然人 0.16% 603,700

成永彬 境内自然人 0.13% 471,824

刘浩 境内自然人 0.09% 350,000

李贤 境内自然人 0.09% 3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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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珍 202,150,502 人民币普通股 202,150,502

李根长 44,249,498 人民币普通股 44,249,498

广州融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6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战略转型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39,980 人民币普通股 2,739,980

窦大勇 1,817,160 人民币普通股 1,817,160

路继业 1,163,438 人民币普通股 1,163,438

黄忠林 603,700 人民币普通股 603,700

成永彬 471,824 人民币普通股 471,824

刘浩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

李贤 34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李玉珍、李根长为兄妹关系。融海投资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股

平台。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窦大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17,160股，实际持有1,817,160股；

公司股东路继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63,438股，实际持有1,163,438股；

公司股东黄忠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0,800股，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02,900股，实际持有603,700股；

公司股东成永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90,000股， 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81,824股，实际持有471,824股；

公司股东李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4,700股，实际持有344,7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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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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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科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698,381,320.18 422,203,703.74 65.41%

主要为报告期内电影市场恢复正常经营，营

业收入增加，及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使用权资产 2,583,914,207.77

主要为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 确认使用

权资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180,812.88 11,533,900.99 135.66%

主要为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产生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所致

应付账款 484,090,962.61 275,934,694.78 75.44%

主要为报告期内，票房增加，应付片商分账款

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22,789,814.57 46,157,382.00 382.67%

主要为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 将租赁负

债重分类为一年内到期流动负债和租赁负债

所致

租赁负债 2,968,460,151.42

主要为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 确认租赁

负债所致

未分配利润 -156,393,446.05 369,086,807.31 -142.37%

主要为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 追溯调整

期初未分配利润所致

2、利润表项目

科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482,847,174.07 66,521,133.41 625.86%

主要为报告期内电影市场逐渐恢复正常经

营，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60,613,258.44 190,842,461.72 88.96%

主要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 相应营业成

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46,329,156.13 29,495,634.23 57.07%

主要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 相应销售费

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32,213,567.74 18,609,165.51 73.11%

主要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 相应管理费

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2,680,500.35 -4,505,699.03 1047.26%

主要为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 增加未确

认融资费用摊销所致

其他收益 14,765,838.29 9,679,741.86 52.54%

主要为报告期内使用的电影专项资金返还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4,923,697.77 699,857.45 603.53% 主要为报告期内联营企业利润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

列）

-331,821.92 881,602.69 -137.64% 主要为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

以“-”号填列）

1,594,035.33 3,488,893.26 -54.31%

主要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

以“-”号填列）

-356,328.50 主要为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

以“-”号填列）

7.18 -100.00% 主要为报告期内无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支出 2,310,254.06 180,340.65 1181.05% 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旗下影城闭店所致

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19,653,548.38 -153,174,544.22 112.83%

主要为报告期内电影市场恢复正常， 营业收

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65,393.12 955,881.48 126.53%

主要为报告期内利润增加， 相应所得税增加

所致

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17,488,155.26 -154,130,425.70 111.35% 主要为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科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9,236,757.95 -152,522,273.54 296.19% 主要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030,014.14 -21,575,188.58 -141.16% 主要为报告期内增加新开影城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231,146.71 63,192,192.36 -52.16%

主要为报告期内（1）票据贴现，（2）按照新租

赁准则，租赁付款由“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变

为“筹资活动现金流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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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全国疫情防控常态化持续向好，公司影城基本恢复正常营业，经营业绩扭亏

为盈：实现营业收入482,847,174.0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5.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16,794,230.6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0.97%。

（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1、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公司执行新租

赁准则后，原来未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的租赁资产将确认为“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

因此将对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财务费用、所得税费

用、净利润等一系列财务指标产生较大的影响。在首次执行新准则的年度，企业资产负债率

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期间费用也会增加，进而对当期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但随着租赁负债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逐年摊销，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产生的财务费用将逐年降低，使用权

资产折旧费用按直线法摊销，则企业会呈现期间费用“前高后低”的模式，企业总体利润也会

出现“前低后高”的状态。

根据新租赁准则规定， 公司需对固定租金或有保底租金的租赁合同确认相关资产、负

债， 因此本次调整将相应增加公司2021年期初资产总额及负债总额， 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同

时，如不考虑新增影城租赁情况，公司预计执行新准则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利润总额将

有所减少，第四年进入平衡期，以后利润总额将开始逐年增加，但期间内总体利润保持不变。

2、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按照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

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公司自

2021年1月1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衔接会计处理，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范重新评估了公司主

要租赁事项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首次执行日的累积影响数对财务报表相

关项目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四节财务报表“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

3、 新租赁准则的执行将导致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期末资产负债率增加33.05%， 达到

82.8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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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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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000 10,000 0

合计 15,000 1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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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晓文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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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一季度报告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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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风险提示：

1.根据公司年度报告数据，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连

续为负值。公司股票于2020年7月6日起暂停上市。若公司不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0年年度报

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4.1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

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将对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事宜进行审议，作出独立的判

断并形成审核意见，深交所将根据审核意见，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2.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3号）（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 ），根据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

由于公司任意连续四个会计年度利润为负值，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规定

的终止上市标准，因此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于2021

年4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事先告知书》公司部函〔2021〕第

15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 ）。

公司原定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一季度报告， 截止公告日，

公司与审计机构意见未达成共识，截止目前仍在积极沟通解决中，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一季度报告。

一、无法按期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一季度报告的原因

（一）由于公司前期管理团队更换频繁、新的管理团队进驻公司时间较短，相关财务资料

经多次交接后尚不完整，公司无法提供更多资料供审计。

（二）鉴于审计资料不齐全，公司对审计机构基于未决事项做出的结论及审计意见存在疑

义，至今双方仍未达成共识。

鉴于上述原因，我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0年年报及2021年一季度报告。

二、无法按期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一季度报告的影响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4.1条的规定，若公司不能在法定期限内披

露2020年年度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将对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事宜进行审议，作出独立的判断并形成审核意见，深交所将根据审核意见，

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若公司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公司股票将被退市。

三、其他风险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1〕13号），根据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由于公司连续四个会计年度利

润亏损，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终止上市标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 根据

《事先告知书》， 公司2015年至2019年任意连续四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均为负值，触及了《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情形，公司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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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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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于2021年4月27日、4月28

日、4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了《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财务部核算，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42.63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减少5,420.61万元，同比下降51.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5,132.7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384.83万元，同比下降46.07%。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于2021年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未来外汇汇率持续波动、海运紧张态势未得到缓解、主要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等，

则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

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了《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经财

务部核算，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42.6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减少5,420.61万元，同比下降51.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5,132.7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384.83万元，同比下降46.07%。

第一季度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外汇汇率波动、海运费价格及主要原材料淀

粉采购价格上涨、销售费用及研发费用增加以及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三）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 上网披露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对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问询函的回复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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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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