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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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勇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田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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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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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277,735.81 588,361,057.06 13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222,042.23 -12,974,795.53 1,0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3,576,505.85 -13,738,773.72 92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711,219.83 -106,747,751.88 12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80 -0.0294 1,045.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80 -0.0294 1,04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0.49%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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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2,065,471.64 4,018,712,700.18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11,884,821.93 2,799,948,388.09 4.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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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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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0,986.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477.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8,765.61  

合计 4,645,53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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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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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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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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40% 162,977,327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5% 12,000,072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汇

智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9,211,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高新技术产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7,829,645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高

质量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6,103,40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价值优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4,943,342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科

创主题 3 年封闭

运作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2,963,9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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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精选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2,645,834 0   

交通银行－中海

优质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2,339,4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科技创新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2,29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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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62,977,327 人民币普通股 162,977,3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12,000,072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7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汇

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2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11,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高新技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829,645 人民币普通股 7,829,6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高

质量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03,406 人民币普通股 6,103,4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4,943,342 人民币普通股 4,943,34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科

创主题 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963,991 人民币普通股 2,963,99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45,834 人民币普通股 2,645,834 

交通银行－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2,3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9,4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290,460 人民币普通股 2,29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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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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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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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15,870,165.61     353,057,285.71  46.12% 

主要由于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的销售回款增加，以

及银行借款净额增加、实施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收到认购款。 

使用权资产    150,191,634.60              0.00    100% 主要由于本年实施新租赁准则的影响。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197,900.00      80,913,800.35  38.66% 主要由于本年实施新租赁准则的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16,861.24      13,536,307.13  -61.46% 主要由于预付店铺装修款减少。 

预收款项      5,358,910.60       9,991,850.67  -46.37% 主要由于物业租赁业务预收租金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78,191,053.79     132,853,462.20  -41.14% 主要由于在报告期内支付了年终绩效奖而减少。 

其他应付款    198,715,349.62     128,577,597.94  54.55% 
主要由于实施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带来的回购义

务增加。 

应付股利      1,069,368.55       1,639,513.77  -34.78% 
主要由于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解锁并支付部分股

利的影响。 

租赁负债    152,730,913.89              0.00    100% 主要由于本年实施新租赁准则的影响。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474,373.69       3,067,834.55  1219.31% 主要由于本年实施新租赁准则的影响。 

库存股    119,217,908.46      61,633,530.48  93.43% 主要由于实施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6,373,398.65         976,871.41  -752.43% 主要由于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的影响。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78,277,735.81     588,361,057.06  134.26% 主要由于公司经营业绩增长。 

税金及附加      7,586,076.81       3,674,419.66  106.46% 主要由于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税费增加。 

销售费用    280,821,158.83     183,463,601.55  53.07% 
主要由于营业收入增长带来人工及渠道费用等相

应增加。 

研发费用     13,209,007.18       9,810,864.52  34.64% 
主要由于研发人员增加及去年同期疫情期间人工

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10,191,937.77       7,521,614.69  35.50% 主要由于营业收入增长带来银行手续费增加。 

其他收益      6,070,986.55         742,609.63  717.52% 主要由于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利润总额    151,948,990.88     -18,524,043.50  920.28% 主要由于营业收入增长带来毛利额增加。 

所得税费用     33,706,891.38      -5,549,247.97  707.41% 主要由于利润总额增加带来税费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711,219.83    -106,747,751.88  126.90% 主要由于营业收入增长带来销售回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45,193,639.61     -24,341,946.96  -85.66% 主要由于门店更新改造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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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9,702,677.16      82,992,799.27  116.53% 

主要由于银行借款净额增加、实施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收到认购款。 

一季度，国内中高端腕表消费市场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增长态势，根据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统计数据，1月至2月瑞士

腕表累计出口中国大陆金额同比增长90.38%，对比2019年增幅亦达到47.96%。公司始终秉承高质量发展理念，继续夯实基础

管理，巩固核心竞争优势，紧抓市场机会，培育新增长点，一季度营业收入13.78亿元，同比增长134.26%，利润总额同比大

幅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紧盯“价值创造”目标抓好工作落实。围绕“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持续强化核心竞争优势，

飞亚达品牌客单价、销售折扣、毛利率持续提升，火星500、极限、心弦等系列新品顺利上市，购物中心渠道有序进驻，一

季度收入同比增长58%；亨吉利名表零售在单店产出持续提升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渠道拓展，中高端渠道及品牌数量进一步

提升，同时紧盯海南离岛免税机会推进渠道布局，部分免税渠道项目已落地，营业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以顾客为中心的

数字化运营体系进一步落地，潜客成交、老客复购销售贡献进一步提升；精密科技业务新增客户拓展顺利；智能穿戴业务技

术储备和产品迭代加速推进，营业收入同比有较大增幅。 

报告期内，飞亚达品牌入选第七届“国际信誉品牌”、荣登“深圳礼物”榜单。 

“十四五”期间，国家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公司持续看好国内手

表消费市场的增长前景，将积极把握时代机遇，继续强化核心竞争优势，加速渠道布局和结构升级；坚守发展初心，践行“大

国品牌”战略，强化高端精密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加速自主机心设计研制及关键制表能力建设；持续培育和促进精密科技

和智能穿戴业务的发展。多措并举，提升各项业务综合竞争实力，持续推进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站上新台阶。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 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可解除限售的135.7641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116%）

已于2021年2月1日上市流通。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2021-012》。 

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21年2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对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1名离职的及1名去世的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1,359股A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1-019》。 

2. 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的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1月6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及其摘要，后经于2021年1月1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最终向135名激励对象授予766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1年1月15日，

已于2021年1月29日授予完成并登记上市。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35,751,881股。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完成公告2021-011》。 

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21年2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对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期）1名离职的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50,000股A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详见在《证

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2021-020》。 

3. 关于公司董监高人员变更的事项 

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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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决定聘任潘波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陈卓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结束之日止。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公告2021-010》。 

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21年2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变更董事的议案》，选举张志标先生、肖益先生、李培寅先生及潘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关于拟变更董事的公告2021-017》。 

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2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变更监事的议案》，选举郑启源先生、曹振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变更监事的公

告2021-018》。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事项 

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结合公司2018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完成后的实际状况，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详见在《证券时报》、《香

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章程>修订案》。 

5.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有关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详见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21-030》。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1-002 
2021 年 01 月 07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2021-010 
2021 年 01 月 16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授予完成公告 2021-011 
2021 年 01 月 28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 2018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21-012 

2021 年 01 月 29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拟变更董事的公告 2021-017 2021 年 02 月 05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拟变更监事的公告 2021-018 2021 年 02 月 05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注销 2018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2021-019 

2021 年 02 月 05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注销 2018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2021-020 

2021 年 02 月 05 日 www.cninfo.com.cn 

《公司章程》修订案 2021 年 02 月 05 日 www.cninfo.com.cn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1-023 
2021 年 02 月 25 日 www.cninfo.com.cn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21-030 2021 年 03 月 10 日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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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0年7月23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方案》，并于后续根据相关规定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及系列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994,0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6%；

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6.74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93港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8,207,259.08港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

交易费用）。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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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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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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3月 25

日 

微信小程序”飞

亚达投资者关

系“ 

其他 其他 

网络远程参与

公司 2020 年度

网上业绩说明

会的广大投资

者 

为使投资者全

面、深入了解公

司情况，公司举

办 2020 年度网

上业绩说明会，

与广大投资者

就公司 2020 年

度经营情况、公

司发展战略、手

表品牌业务、手

表零售服务业

务及精密科技

和智能可穿戴

业务发展情况

等进行了沟通

交流。 

http://irm.cninfo.com.c

n/ircs/company/compan

yDetail?stockcode=000

026&orgId=gssz00000

26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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