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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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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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793,228.99 2,359,633,191.81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0,137,354.27 2,079,882,811.94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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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98,660.72 -76,986,9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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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564,000.97 235,111,856.71 1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969,203.55 84,696,030.96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470,276.66 78,452,073.69 -1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7.32 减少 3.8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68 -35.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68 -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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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47.5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547,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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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6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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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49,549.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0,000.00 
公司捐款支出 100 万元用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 

所得税影响额 -495,826.43  

合计 2,498,9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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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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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红 47,532,471 28.75 47,532,471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辰 12,000,000 7.26 12,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小丹 5,298,703 3.20 5,298,70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鸿丰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205,195 3.15 5,205,195 无 0 其他 

北京工道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国鼎军安天下二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000,000 2.42 4,000,000 无 0 其他 

杨立宏 3,896,104 2.36 3,896,104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鸿兴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88,312 1.99 3,288,312 无 0 其他 

冯建琼 3,116,883 1.89 3,116,88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大铜 2,339,662 1.42 2,337,662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秋英 2,337,662 1.41 2,33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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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8,836 人民币普通股 688,836 

法国兴业银行 66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3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486,050 人民币普通股 486,050 

宁波金信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金源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4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457,1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产业升级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0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800 

刘连祥 32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企业变革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6,389 人民币普通股 226,389 

赵安昌 210,562 人民币普通股 2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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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郑红、郑小丹。郑

红与郑小丹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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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度末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年度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35,005,807.12 276,011,993.94 21.37 注 1 

应收票据 274,025,646.82 365,953,827.24 -25.12 注 2 

应收账款 749,859,910.52 583,113,384.01 28.60 注 3 

预付款项 13,360,379.67 6,498,046.54 105.61 注 4 

其他应收款 11,754,903.48 8,317,884.72 41.32 注 5 

其他流动资产 362,079,282.56 520,816,215.63 -30.48 注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961,198.52 26,303,730.24 55.72 注 7 

应付职工薪酬 24,024,647.42 50,415,325.93 -52.35 注 8 

应交税费 24,773,408.09 14,078,970.61 75.96 注 9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28,000,000.00 -28.57 注 10 

 

注1：货币资金余额增加主要系当期收回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2：应收票据余额下降主要系当期到期托收的商业汇票超过新增的商业汇票所致； 

注3：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较多，一方面由于公司自产业务军工类客户回款集中在第四季度，前

三季度销售收入金额通常多于销售回款金额，公司2020年一季度亦是如此，使得公司一季度末的

自产业务应收款项增长较多；另一方面公司代理业务下游光伏类客户以及2019年下半年新开拓的

客户需求增长较快，使得公司代理业务收入大幅增长，代理业务应收账款余额随之增长； 

注4：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公司2020年一季度代理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加大了采购力度，以及公司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大了备货力度，预付货款相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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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其他应收款期末增加主要系公司代理业务加大了与部分原厂合作力度，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履

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注6：其他流动资产期末减少主要系公司当期收回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7：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增加主要系电子元器件募投项目相关的设备预付款增加所致； 

注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减少主要系公司当期支付了上年末计提的2019年年度奖金所致； 

注9：应交税费期末增加主要系2020年3月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较2019年12月增加较多，计提的增

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随之增加所致； 

注10：长期借款期末余额减少主要系公司提前偿还部分长期借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274,564,000.97 235,111,856.71 16.78 注 1 

营业成本 144,934,899.91 87,579,112.99 65.49 注 2 

研发费用 7,125,819.22 5,902,454.95 20.73 注 3 

财务费用 -2,865,758.33 2,945,827.00 -197.28 注 4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4,299,647.38 4,006,351.05 -207.32 注 5 

所得税费用 12,669,264.80 16,445,658.37 -22.96 注 6 

 

注1：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自产业务实现收入14,038.69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10.97%；而公司代理业务由于下游光伏发电行业景气度较高，客户需求增长较快，以及公司

2019年下半年新拓展的客户在2020年一季度需求较多，逆势上升，一季度实现收入13,336.3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2.95%。自产业务收入的小幅下降和代理业务收入的大幅增长，使得公司整体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6.78%； 

注2：2020年一季度代理业务收入增长较快，而自产业务收入略有下滑，使得公司收入结构发生较

大变化。此外，2020年一季度，公司自产业务毛利率79.89%，毛利水平高而成本水平相对较低，

且较上年同期波动较小；代理业务毛利率12.61%，毛利水平低而成本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受2019

年下半年新开拓的主动电子元器件产品高周转、低毛利特点的影响，成本水平较上年同期上升较

多。成本水平相对较低的自产业务收入占比下降，成本水平相对较高的代理业务收入占比上升，

以及代理业务自身成本水平的上升使得公司当期营业成本增速高于营业收入； 

注3：研发费用增长较快主要系公司当期新增了部分研发项目前期人工成本投入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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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财务费用当期为净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较多主要系公司当期利息费用随着公司银行借款余

额下降而减少较多，以及公司当期利息收入由于对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而增加较多所致； 

注5：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系本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而上年同期由于公

司收回了以前年度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440.23万元，转回坏账准备使得同期信用减值损

失为正数所致； 

注6：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当期利润总额受毛利水平相对较高的自产业务收入较上年

同期下滑而相应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98,660.72 -76,986,946.70 不适用 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890,481.10 -2,729,309.47 不适用 注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98,007.20 -12,584,107.58 不适用 注 3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减少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

当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注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入，而上年同期为净流出，主要系当期收回了较大金额到期

的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增加主要系当期公司资金充裕，银行

借款净偿还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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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红 

日期 2020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