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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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廖彬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良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范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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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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238,791.11 95,078,822.09 4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460,662.54 18,035,600.42 6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472,805.60 17,532,466.38 4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19,468.10 7,809,867.49 93.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1.1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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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60,931.58 2,006,726,116.65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64,902,026.52 1,731,926,739.4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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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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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337.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783.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880,505.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3.00  

合计 4,987,856.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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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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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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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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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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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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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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彬斌 境内自然人 28.25% 69,128,640 69,128,640   

罗虹 境内自然人 11.74% 28,728,000 0 质押 2,390,000 

魏蕾 境内自然人 6.45% 15,794,160 11,845,620   

奂微微 境内自然人 6.18% 15,120,000 11,340,000 质押 1,400,000 

荆州市五方群兴光电技术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11,944,800 11,944,800   

深圳市华信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恒鑫汇诚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5% 5,760,000 0   

刘峰 境内自然人 1.66% 4,050,000 0   

湖北高金生物科技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3,600,000 0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 3,024,000 0   

周红 境内自然人 1.15% 2,814,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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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虹 28,7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8,000 

深圳市华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恒鑫汇

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60,000 

刘峰 4,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0,000 

魏蕾 3,948,540 人民币普通股 3,948,540 

奂微微 3,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80,000 

湖北高金生物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3,0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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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 2,81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4,5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顶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0,000 

科华（宜都）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荆州市五方群兴光电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廖彬斌先生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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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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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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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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163,710,319.85 110,647,584.90 47.96% 主要系上年末票据贴现及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504,640.24 1,776,853.89 97.24% 主要系预付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33,198.18 1,830,258.57 60.26% 主要系子公司五方晶体未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746,454.13 13,186,716.68 -41.26%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员工年终奖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138,238,791.11 95,078,822.09 45.39% 

主要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

业务开展恢复正常，同时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

度，公司业务实现快速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93,631,648.75 65,226,731.01 43.55%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4,175,627.31 8,630,098.33 64.26% 主要系职工薪酬及股份支付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9,795,472.30 5,987,444.93 63.60% 主要系研发人员薪酬及研发物料消耗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511,324.62 -2,758,537.73 -244.80% 主要系银行存款到期结算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5,643,505.47 1,021,492.78 452.48%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095,397.46 5,047,869.91 -58.49% 主要系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冲回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34,412,167.55 20,455,010.33 68.23%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34,439,783.55 19,959,335.33 72.55%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 4,346,891.88 1,942,273.25 123.80%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净利润 30,092,891.67 18,017,062.08 67.02%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0,460,662.54 18,035,600.42 68.89%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769,501.77 3,497,715.00 350.85% 主要系银行存款到期结算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36,269,456.73 25,358,913.83 43.02% 主要系员工薪酬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19,468.10 7,809,867.49 93.59% 主要系银行存款到期结算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5,968,560.16 8,915,458.34 191.28%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978,560.16 -8,575,458.34 -191.28%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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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2,058,571.68 -660,706.56 -1725.10%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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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与公司董事张俊杰先生控制的深圳市前海汇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合

伙人共同投资设立汇桥科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截至本报告期末，厦门汇桥科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营业执照》，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办法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2、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优秀骨干员

工的积极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

的长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目标与企业愿景的实现，公司于2020年实施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

激励计划）。 

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5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于2020年11月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0年11月18日；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为317.48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7.9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9.58万股。公司已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登记工作，向109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限制性股票277.90万股，授予价格为11.36元/股，授予股票于2020年12月10日上

市。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0 年 04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9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2020 年 0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10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1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12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12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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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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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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44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9〕561号）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40万股，发行价格为14.3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2,525.60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7,102.04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65,423.56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4,415.75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011.17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43,018.98万元。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年初至报

告期末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蓝玻璃红外截止滤光

片及生物识别滤光片

生产中心建设项目 

否 55,800.00 55,800.00 1,471.69 22,723.08 40.72% 
2021年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项目 否 9,623.56 9,623.56 248.24 1,692.67 17.59% 
2021年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65,423.56 65,423.56 1,719.93 24,415.7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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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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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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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