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973� � � �公司简称：宝胜股份

第一季度

报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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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杨泽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卜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卜荣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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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66,630,508.43 19,876,796,784.68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65,339,696.60 4,508,909,690.52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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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350,769.82 -905,325,3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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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3,352,923.65 6,440,203,008.61 3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902,849.42 43,880,746.55 11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957,492.49 39,259,808.43 134.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09 1.19

增加

0.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0 0.032 1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0 0.032 1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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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9,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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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9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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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6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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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67.21

所得税影响额

-907,626.25

合计

3,945,3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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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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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437,406,433 31.90 119,402,985

无

0

国有法人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772,805 8.37 114,772,805

无

0

其他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54,000,000 3.94 54,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中航资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4,000,000 3.94 54,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并购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4,925,373 1.09 14,925,373

无

0

其他

深圳市星创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25,373 1.09 14,925,373

无

0

其他

胡臻

12,431,962 0.91 12,431,962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跃军

11,146,613 0.81 11,146,613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944,432 0.80 10,944,432

无

0

其他

孙荣华

10,404,900 0.76 10,404,9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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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119,402,985

人民币普通股

119,402,985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772,805

人民币普通股

114,772,805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5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0

中航资本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0

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并购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4,925,373

人民币普通股

14,925,373

深圳市星创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25,373

人民币普通股

14,925,373

胡臻

12,431,962

人民币普通股

12,431,962

张跃军

11,146,613

人民币普通股

11,146,613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944,432

人民币普通股

10,944,432

孙荣华

10,40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述宝胜集团、中航机载及中航新兴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外，本公司未知其

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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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111,104,630.72 233,230,776.32 -52.36%

应收款项融资到期减少

预付款项

135,337,910.70 94,118,331.96 43.80%

期末预付材料款增长

存货

3,057,820,127.07 2,286,035,191.38 33.76%

原材料价格上涨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295,730.62 58,045,730.62 33.16%

预付的工程土地款项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7,805,555.34 23,078,280.15 63.81%

未缴纳的职工社保、公积金

长期借款

2,317,753,066.21 1,386,567,253.09 67.16%

长期借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36,447,342.42 25,863,338.30 40.92%

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递延所得税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101,615,189.79 42,403,967.14 139.64%

套期工具浮动盈亏影响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8,953,352,923.65 6,440,203,008.61 39.02%

电线电缆订单量增长同时取得部分海缆工程电缆订单

营业成本

8,352,743,819.98 6,057,922,853.90 37.88%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

税金及附加

15,877,520.32 11,351,410.47 39.87%

经营活动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增加

销售费用

112,801,966.89 73,657,904.78 53.14%

销售收入增长

研发费用

113,846,586.85 71,864,065.54 58.42%

研发费用投入增加

其他收益

3,755,912.67 7,989,635.95 -52.99%

收到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14,482.11 64,155.21 -77.43%

经营不相关的支出减少

利润总额

153,076,861.28 60,649,776.80 152.39%

电线电缆订单量增长同时取得部分海缆工程电缆订单

净利润

117,713,018.87 49,869,237.40 136.04%

电线电缆订单量增长同时取得部分海缆工程电缆订单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4,099,184.88 -237,184,469.61

不适用 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49,350,769.82 -905,325,302.82

不适用 原材料采购增加、应收款未到回款期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641,820.38 632,818.81 317.47%

本期外汇汇率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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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泽元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973� � � �证券简称： 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76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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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5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及

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的通知。2021年4月29日上午 9:30，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宝胜会议中心1号

接待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董事蔡临宁先生、独立董事路国平先生、独立董

事闻道才先生和独立董事杨志勇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泽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

责，同时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该事

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公告》。

三、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973� � �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77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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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5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

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等资料。2021

年4月29日下午13时，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宝应县苏中路1号宝胜会议中心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莉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

责，同时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购买责任险。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议案全体监事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973� � �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78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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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

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责任保险的

具体方案如下：

一、责任保险的具体方案

投保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公司、在公司曾经任职、现任职及今后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雇员

赔偿限额：5,000万元人民币

保险费：每年不超过25万元人民币，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保险期限：12个月

为提高决策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权限内

办理董监高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其他相关责任主体为被保险人；确定

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

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

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

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全体董事、监事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此项举措可帮助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同时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同意

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有利

于保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权益，促进相关责任人合规履职，降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履行职责期间可能引致的风险或损失；有助于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发展；

有助于保障公司和投资者权益，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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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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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9日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相应条款进行修

改，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序号 原条款 现条款

1

第十七条 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开发、制造、销售及相关的生产技术开

发，网络传输系统、超导系统开发与应用，光电源器件设计、装配、中

试、测试，光纤、电讯、电力传输线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输变电工程所需设备的成套供应，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线缆盘具、木质包装箱及托架

加工、制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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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 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开发、制造、销售及相关的生产技术开发，网络传输系统、超导系

统开发与应用，光电源器件设计、装配、中试、测试，光纤、电讯、电力传输线及相关的技术开发、

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输变电工程所需设备的成套供应，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线缆盘具、木质包装箱及托架加工、制造、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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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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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

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将根据规定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登记

备案手续。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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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曹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风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杨招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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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3,690,785.39 3,875,799,623.73 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4,250,512.63 2,567,271,445.47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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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1,648.21 125,176,098.03 -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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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63,969.38 166,802,525.18 8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990,675.07 48,442,897.56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196,793.68 35,732,848.67 29.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99 2.16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12 8.3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

）

8.09 13.15

减少

5.06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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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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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9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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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748.8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002,6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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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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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1,003,037.89

合计

5,793,881.3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7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曹骥

187,616,596 46.79 187,616,596 187,616,596

无 境内自然人

杭州杭可投资有限公司

96,411,406 24.04 96,411,406 96,411,40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农银汇理新能源主

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450,200 1.36 0 5,450,200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4,827,693 1.20 0 4,827,693

无 其他

曹政

4,242,102 1.06 4,242,102 4,242,102

无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0,360 1.00 0 4,010,360

无 其他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

悟空蓝海鼎铁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10,000 1.00 0 4,01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

悟空蓝海鼎铁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60,000 0.94 0 3,76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桑宏宇

3,181,577 0.79 0 3,181,577

无 境内自然人

赵群武

3,181,577 0.79 0 3,181,577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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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50,200

人民币普通股

5,450,2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27,693

人民币普通股

4,827,69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010,360

人民币普通股

4,010,360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悟空蓝海鼎铁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4,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0,000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悟空蓝海鼎铁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3,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60,000

桑宏宇

3,181,577

人民币普通股

3,181,577

赵群武

3,181,577

人民币普通股

3,181,577

俞平广

3,181,577

人民币普通股

3,181,57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

3,139,486

人民币普通股

3,139,4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工业

4.0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34,397

人民币普通股

2,534,3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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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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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

期末变动比例（

%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374,216,100.75 1,753,651,669.07 -21.64

增长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应收票据

95,110,876.52 38,116,363.88 149.53

主要系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73,222,885.61 37,323,788.30 96.18

主要系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98,729,929.19 54,193,379.96 82.18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预付款和发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499,997.37 9,242,389.01 89.34

主要系支付的合同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943,726,963.19 797,418,392.41 18.35

主要系本期订单增长较快，存货相应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18,881,868.32 19,279,971.37 2,072.63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89,339,163.65 228,367,589.76 26.70

主要系新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

应付账款

453,968,267.88 370,459,937.66 22.54

系公司订单增加，外包设备材料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6,818,962.82 30,787,335.00 -77.85

主要系一季度发放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8,515,276.79 40,677,809.38 -79.07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所得税和增值税较多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4,231,188.62 57,447,568.12 64.03

主要系预收账款的增值税大幅增长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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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63,969.38 166,802,525.18 87.03

锂电行业发展，公司业务也随之增加，相应销售

收入稳步增长

营业成本

187,958,045.49 97,480,454.38 92.82

收入增加，相应成本也随之增加

销售费用

14,659,950.95 7,256,074.15 102.04

主要系本期业务增长较快，相应费用大幅增长

管理费用

38,597,981.92 13,614,229.79 183.51

主要系本期确认股份支付费用导致

财务费用

8,959,770.67 -16,621,239.82 -153.91

主要系本期欧元汇率波动带来的外汇损益较大

信用减值损失

3,825,598.35 -1,662,586.00 -330.10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下降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流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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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1,648.21 125,176,098.03 -76.66

主要系本期人员增加较快，支付的职工薪酬金额

增加

4185

万元，同时支付的增值税和所得增加

4700

万元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4,153,664.27 -179,763,682.67 119.26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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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骥

日期 2021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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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梁衍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建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卢海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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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908,170.95 592,841,422.89 -2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413,848.43 223,151,089.0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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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25,036.09 -50,334,517.29 -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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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274,299.21 746,273,056.57 -3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2,759.42 3,152,984.30 -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4,489.42 3,134,495.41 -2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01 1.55

减少

0.5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3 0.025 -4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3 0.025 -48.00

注：公司2019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2020年6月实施，按转增后股本总额重算上

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均为0.018元/股（重算后，公司本年初至

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27%）、 加权平均该资产收益率为

1.24%（重算后，公司本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0.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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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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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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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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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16,090.00

合计

48,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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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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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57,344,021 32.00 0

质押

57,344,021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99,229 8.48 0

质押

15,19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逆

2,908,997 1.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格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格律连

赢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804,001 1.56 0

无

0

其他

刘正平

2,562,842 1.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婕

2,547,060 1.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向中

2,360,500 1.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雪梅

1,900,300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毛灿华

1,791,980 1.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云

1,760,500 0.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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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57,344,021

人民币普通股

57,344,021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99,229

人民币普通股

15,199,229

王逆

2,908,997

人民币普通股

2,908,997

深圳格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格律连赢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804,001

人民币普通股

2,804,001

刘正平

2,562,842

人民币普通股

2,562,842

孙婕

2,547,060

人民币普通股

2,547,060

张向中

2,3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500

王雪梅

1,9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300

毛灿华

1,791,980

人民币普通股

1,791,980

高云

1,7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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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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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 5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回到期结构性存款

应收票据

16,289,037.71 26,401,808.71 -38.30%

主要系本期公司已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存货

- 47,639,823.01 -100.00%

主要系期初未发出商品在本期结算

其他流动资产

1,147,799.38 2,462,509.27 -53.39%

主要系期初待抵扣的进项在本期抵扣

应付账款

31,636,232.51 48,240,899.36 -34.42%

主要系本期按合同约定支付供应商款项增加

合同负债

60,905,379.58 155,431,022.67 -60.82%

主要系期初预收账款在本期结算

应付职工薪酬

475,852.99 1,234,627.37 -61.46%

主要系期初职工薪酬在本期发放

应交税费

2,189,876.01 4,499,116.77 -51.33%

主要系本期缴纳税款

其他流动负债

24,126,737.05 39,900,916.24 -39.53%

主要系本期公司已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88,274,299.21 746,273,056.57 -34.57%

主要系本期降低与关联方交易金额和调整毛利

率较低业务品种导致业务规模缩小

营业成本

479,524,761.14 736,668,025.26 -34.91%

主要系本期业务规模缩小所致

税金及附加

186,719.11 330,724.60 -43.5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减少

销售费用

506,272.35 889,133.84 -43.06%

主要系本期业务规模缩减导致的各项业务支出

减少

管理费用

2,745,077.88 2,072,136.39 32.48%

主要系上年同期因疫情影响，人员、差旅等管理

支出较少。

财务费用

433,842.84 893,953.30 -51.47%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及借款利率下调

信用减值损失

-596,590.37 219,279.45 -372.07%

主要系上期全额收回了部分已计提坏账的应收

账款

资产减值损失

0.00 -701,181.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无法收回的部分款项未转入信用减

值损失

营业外收入

114,760.00 600,000.00 -80.87%

主要系上期收到客户违约金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47,945.21 -197,616.14 25,425.84%

主要系本期收回到期结

构性存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20,000.00 -994,666.17 -1,178.82%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银

行借款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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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为

更好地推动公司战略转型，在现有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服务业务基础上，探索MEMS（微机

电系统）产业的发展机遇。会议经审慎研究，一致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参股武汉敏

声新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投资事项将为探索 MEMS�产业的发展机遇提供良好契机，对公司实现投资收

益并获得新业务领域拓展机会有着积极的意义，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截

至本报告报出，因武汉敏声将同时引入公司外的其他战略投资人，目前相关各方正在就投资

协议内容进行洽谈与协商，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尚无新增进展。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投资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情请参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7）。

1.7�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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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衍锋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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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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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