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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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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周华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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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3,756,389.88 2,721,453,526.52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80,006,152.33 2,006,350,869.61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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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2,442.98 42,619,823.04 -85.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31,058,399.72 323,425,598.23 6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3,639,700.10 35,057,457.81 1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561,770.90 36,572,953.92 8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1.92 增加 1.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9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9 1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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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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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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7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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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2,121.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5,442.68  

所得税影响额 -1,242,836.28  

合计 7,077,9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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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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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24,751,108 31.11 124,751,108 无 0 境外法人 

周华松 89,736,506 22.38 89,736,506 无 0 境内自然人 

厦门松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8,965,300 22.19 88,965,3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吴文利 31,243,380 7.79 31,243,3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华柏 5,940,376 1.48 5,940,376 无 0 境内自然人 

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301,000 1.32 5,301,000 无 0 其他 

厦门联正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301,000 1.32 5,301,000 无 0 其他 

周丽华 2,970,188 0.74 2,970,188 无 0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启航两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897,519 0.72 0 无 0 其他 

厦门励众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1,000 0.50 2,001,00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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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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启航两年封闭运作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97,519 人民币普通股 2,897,519 

陈斌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鹏华基金－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通保

险产品－鹏华基金建信人寿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353,684 人民币普通股 1,353,68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稳健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54,796 人民币普通股 1,254,796 

周进军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盛世创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31,470 人民币普通股 1,031,470 

魏凌 8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1,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优选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603,900 人民币普通股 603,900 

鹏华基金－交通银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多策略绝对收益组合 

601,896 人民币普通股 601,896 

詹美云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松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公司董事长

周华松先生和公司副董事长吴文利女士分别间接持有厦门松霖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85.00%和 15.00%的股权；公司副董事长吴文利女

士持有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5.29%股权、

持有厦门励众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8.19%股权、持有

厦门联正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3%股权；公司董

事长周华松系厦门信卓智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

励众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联正智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华松先生与吴文利女士

系配偶关系，周丽华女士系周华松先生之妹，周华柏先生系周华松

先生之弟；周华松先生、吴文利女士二人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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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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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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1,271,232.88   258,335,000.00  -97,063,767.12        -37.57  

  应收票据    3,416,040.71    698,181.84    2,717,858.87        389.28  

  预付款项   17,244,686.36    10,308,874.37    6,935,811.99         67.28  

  使用权资产   70,919,617.62              -     70,919,617.62        100.00  

  在建工程  197,238,425.80   143,982,560.53   53,255,865.27         36.99  

  无形资产   99,209,254.28    73,164,891.42   26,044,362.86         35.60  

  长期待摊费用   39,291,121.53    29,463,106.29    9,828,015.24         33.36  

  其他非流动资产    9,202,440.00    35,796,075.45  -26,593,635.45        -74.29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5,000.00              -        105,000.00        100.00  

  预收款项       44,422.19  159,068.88    -114,646.69        -72.07  

  合同负债   84,428,056.11    46,930,985.37  37,497,070.74         79.90  

  租赁负债   71,393,762.51              -     71,393,762.51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69,040,905.86    99,680,867.44  -30,639,961.58        -30.74  

  应交税费   16,291,304.91    25,844,175.66   -9,552,870.75        -36.96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37.5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封闭式结构性存款赎回所致。 

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389.28%，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商业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67.28%，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采购业务中的模具和材料货款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执行新的租赁准则核算所致。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36.9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智能园二期工程建设、建材园改造工程建设、

固定资产及设备购买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较期初增加35.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漳州松霖二期厂房的土地使用权确认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33.3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卫浴园无尘车间建设、环保系统等改造

工程验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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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74.2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漳州园区土地出让金已确认为无形资

产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外汇远期合约月末重估损失所致。 

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72.0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预收账款转去确认收入所致。 

合同负债：较期初增加79.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到以合同负债核算的销售款项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执行新的租赁准则核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30.74%，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支付2020年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36.9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变化情况及原因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增减金额 

增减比

例（%） 

营业收入 531,058,399.72 323,425,598.23  207,632,801.49    64.20 

营业成本 361,853,803.61 209,747,675.49  152,106,128.12      72.52 

财务费用 -5,715,708.22 -12,053,686.94    6,337,978.72    -52.58 

利息收入 2,378,879.84 6,370,102.71   -3,991,222.87    -62.66 

其他收益 2,743,727.81 4,443,172.01   -1,699,444.20      -38.25 

投资收益 12,832,121.92 -1,101,650.00   13,933,771.92   -1,264.8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590,000.00 -5,052,500.00   -2,537,500.00       50.22 

信用减值损失 2,882,226.05 6,006,584.27   -3,124,358.22      -52.02 

资产减值损失 -1,032,749.68 -2,432,031.48     1,399,281.80       -57.54 

资产处置收益 119,361.73 -13,172.19      132,533.92   -1,006.16 

营业外收入 770,490.49 361,838.88      408,651.61        112.94 

所得税费用 11,959,991.43 6,437,235.44    5,522,755.99       85.79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64.2%，主要系报告期销售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72.52%，主要系报告期销售业务增长对应销售成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52.58%，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封闭式结构性存款，所得收益记投资收

益所致； 

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62.66%，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封闭式结构性存款，所得收益记投资收

益所致；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38.25%，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264.81%，主要系报告期外汇期权合约到期交割收益及结构性存款赎

回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50.22%，主要系报告期内未到期外汇远期合约重估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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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52.02%，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收回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57.54%，主要系报告期内呆滞库存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6.16%，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置利得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12.94%，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税务局 2019-2020 年个税手续费返

回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85.79%，主要系报告期内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1.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到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到上年报

告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192,442.98 42,619,823.04 -36,427,380.06 -85.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747,844.30 -114,906,058.33 101,158,214.03 -88.04%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出口舱位紧张，需提前生产才可满足客户的交期，造

成库存增加而带来付款增加；同时因上季度销售额增长较多带来采购增加，这部分采购基本在本

季支付；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本季结构性存款投资的赎回金额较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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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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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周华松 

日期 2021年 4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