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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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丐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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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4,657,787.70 3,889,241,723.10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979,688,476.27 2,830,587,950.70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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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45,415.19 129,382,133.04 -144.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77,732,567.84 712,760,857.06 2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8,774,702.44 129,314,743.28 1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8,265,470.56 124,827,094.87 1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12 4.80 增加 0.3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30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30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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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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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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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9,540.7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679,298.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63.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26.97  

所得税影响额 -2,796,834.53  

合计 10,509,2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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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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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352,800,000 80.99 352,800,0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李丐腾 39,200,000 9.00 39,2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

有资金 
5,213,549 1.20  无  其他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

管理公司－自有资金 
3,896,155 0.89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

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26,557 0.58  无  其他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 0.51  无  
国有法

人 

瑞典第二国家养老基金

－自有资金 
1,918,274 0.44  无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

金 
1,785,289 0.41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72,820 0.29  无  其他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毕盛中国 A股投资基

金 

1,196,212 0.27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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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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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35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800,000 

李丐腾 39,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200,000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5,213,549 人民币普通股 5,213,549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自

有资金 
3,896,155 人民币普通股 3,896,1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

海潜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26,557 人民币普通股 2,526,55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瑞典第二国家养老基金－自有资金 1,918,274 人民币普通股 1,918,274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785,289 人民币普通股 1,785,2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72,820 人民币普通股 1,272,820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毕盛中国 A股

投资基金 
1,196,212 人民币普通股 1,196,2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丐腾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持有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98%股权。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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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比例

（%） 
变动的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621,624,616.05 413,293,847.53 50.41 报告期末理财产品到期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0,871,319.91 688,275,428.15 -49.02 报告期末理财产品余额减少 

预付款项 41,375,996.90 18,317,618.91 125.88 主要为广告预付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2,686,908.26 18,707,882.80 -32.18 
报告期末计提的电商退货成

本余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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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资产 5,964,399.23  不适用 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6,485,510.78 4,982,585.00 30.16 预付工程款余额增加 

应付账款 397,729,773.13 723,747,857.82 -45.05 报告期末应付货款余额减少 

合同负债 22,735,870.19 17,209,848.20 32.11 预收的客户订货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89,120,280.09 62,590,722.61 42.39 
主要为应付广告费和促销费

余额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3,094,369.60  不适用 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其他流动负债 4,534,267.95 15,347,066.65 -70.46 
报告期末计提的电商退货款

余额减少 

租赁负债 2,177,146.34  不适用 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增减比例

（%） 
变动的主要原因 

销售费用 140,323,195.57 76,078,346.83 84.45 主要为广告费和促销费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940,305.69 187,515.12 934.75 
本报告期转回计提的存货跌

价损失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524,737.88 2,584,874.73 -352.42 
本报告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

损失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980,643.41 564,452.79 605.22 
本报告期计提理财产品持有

期间收益增加 

投资收益 4,945,019.49 3,437,017.05 43.88 
本报告期新增对联营企业投

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577.17  不适用 本报告期处置闲置设备收益 

其他收益 691,938.61 1,313,316.88 -47.31 
本报告期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收入 6,969,581.70 1,701,184.13 309.69 
本报告期收到与日常活动无

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28,502.82 1,193,736.21 -97.61 本报告期对外捐赠支出减少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增减比例

（%） 
变动的主要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6,429.25 1,220,649.02 -80.63 
本报告期收到出口退税款减

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7,876,775.46 2,558,768.87 207.83 

本报告期收到与日常活动无

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27,602,761.61 62,680,424.28 103.58 

本报告期支付广告费和促销

费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945,415.19 129,382,133.04 -144.01 

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及支付广告费和

促销费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97,000,000.00 948,000,000.00 -37.03 
本报告期滚动赎回理财产品

本金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5,083,406.96 3,457,974.17 47.01 

本报告期滚动赎回理财产品

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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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35,760.00 123,627.15 -71.07 本报告期处置闲置设备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9,000,000.00 618,000,000.00 -58.09 
本报告期滚动购买理财产品

本金减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0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吸收少数股东的投

资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659,799.56  不适用 

执行新租赁准则，为支付的租

赁负债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59,799.56 300,000.00 -653.27 

执行新租赁准则，为支付的租

赁负款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02,880.95 458,594.29 -77.57 

本报告期美元账户余额减少

及汇率变动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08,330,768.52 396,791,038.79 -47.50 

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及支付广告费和

促销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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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说明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及

子公司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商业银行中等及以下风险等级、收益相对稳定的理财产品，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进行滚动使用，决议有效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即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资金使用额度范围内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

与决议有效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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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原来使用额度 8 亿元的基础上增加 5 亿元人

民币，总使用额度不超过 13 亿元人民币。根据上述决议和授权事项，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合计 59,700 万元，实现收益 508.34 万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合计 34,700 万元。 

 

 

公司名称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丐腾 

日期 2021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