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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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晓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伟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伟

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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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4,353,142.99 2,214,977,115.70 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1,865,357.75 1,108,876,414.79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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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44,641.60 114,786,623.88 -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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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65,183.96 137,452,273.32 7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88,942.96 20,781,810.89 -3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38,651.28 11,412,954.65 -2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1.94 减少 0.7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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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903.75 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4,291,734.59 收到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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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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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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58.90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3,036.00  

所得税影响额 -802,341.56  

合计 4,550,2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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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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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新芳 74,970,000 35.21  质押 28,522,478 境内自然人 

沈晓宇 38,704,602 18.18 38,704,602 无  境内自然人 

张英 12,901,533 6.06 12,901,53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何雪萍 9,270,000 4.3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新余润泰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6,762,000 3.18  未知  其他 

湖州新型城市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6,637,168 3.12  质押 6,637,168 国有法人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5,693,984 2.67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红塔红土基金－杭州韶夏瑟

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红塔红土韶夏 1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212,389 1.04  未知  其他 

杜四明 1,700,543 0.8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月娟 1,313,865 0.6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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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新芳 74,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970,000 

何雪萍 9,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70,000 

新余润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7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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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新型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637,168 人民币普通股 6,637,168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5,693,984 人民币普通股 5,693,984 

红塔红土基金－杭州韶夏瑟椿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红塔红土韶夏 1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212,389 人民币普通股 2,212,389 

杜四明 1,700,543 人民币普通股 1,700,543 

吴月娟 1,313,865 人民币普通股 1,313,865 

钟伟澜 1,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000 

李甦伟 658,505 人民币普通股 658,5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已知沈晓宇系沈新芳之子，吴月娟系沈新芳之外

甥女，沈新芳、沈晓宇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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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变动说明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1,315,224.47 95,007,386.20 143.47 
主要系消费电子产品应收货

款账期已到，资金回笼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购买的公允价值计量

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应收票据 22,609,769.39 16,760,275.65 34.90 
主要系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 

预付款项 50,702,860.73 9,251,423.75 448.05 主要系材料货款预付增加 

其他应收款 1,119,081.42 652,967.39 71.38 
主要系保证金及代扣代缴款

的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4,569,381.71 32,821,320.58 -55.61 

主要系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及待认证的进项税额减

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8,920,377.80 45,817,808.72 137.72 
主要系工程性预付账款的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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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202,087,990.08 134,283,142.25 50.49 主要系银行短期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37,551,811.97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的增加 

应付账款 215,799,646.87 332,036,202.81 -35.01 
主要系工程性应付款及货款

应付款的减少 

合同负债 87,699,546.54 23,461,847.82 273.80 
主要系预收三期厂房租金增

加 

应付职工薪酬 10,398,835.35 15,578,687.39 -33.25 主要系年终奖金支付 

应交税费 1,467,879.79 439,645.27 233.88 主要系计提的房产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5,183.82 -100.00 主要系代收代付款的支付 

其他流动负债 157,855,195.63 104,043,832.77 51.72 主要系其他机构融资的增加 

其他非流动负债  27,926.40 -100.00 
主要系一年以上的预收账款

税金的减少 

 

(2)利润表变动说明 

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9,965,183.96 137,452,273.32 74.58 
主要系消费电子类产品销售增

加 

营业成本 190,529,988.21 98,540,275.65 93.35 
主要系消费电子类产品销售增

加带来的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667,881.43 505,118.35 32.22 主要系销售人员工资的增加 

管理费用 12,238,502.55 8,583,152.13 42.59 
主要系社保减免取消及折旧增

加 

研发费用 17,740,295.47 10,950,987.86 62.00 主要系新项目研发支出增加 

财务费用 11,043,967.67 6,710,756.92 64.57 
主要系贷款增加带来的利息费

用增加 

其他收益 4,291,734.59 10,226,364.74 -58.03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200,958.90 447,123.29 -55.06 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1,015,128.13 2,127,090.17 -52.28 主要系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90,277.62 -786,469.36 88.52 主要系存货减值损失计提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583,178.38   
主要系增加旧固定资产处置收

益 

所得税费用 -132,510.19 2,663,888.23 -104.97 
主要系利润减少导致所得税减

少 

 

(3)现金流量表变动说明 

项目 2021年一季度 2020年一季度 
变动幅度

(%) 
变动的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266,452.70 -72,084,085.19 -32.16 主要系工程款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4,998,199.52 -27,918,262.60 583.55 

主要系一方面借款增加；另一

方面偿还债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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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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获得政府补助情况 

自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3月19日，公司累计收到尚未公告的政府补助7,464,568.09元，其中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7,407,768.07元。（公告编号：2021-017） 

2、公司涉及诉讼情况 

截至2021年3月2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披露的诉讼金额合计人民币

10,979,386.96元，可能导致的损益为7,527,754.00元及相应诉讼等费用。（公告编号：2021-018） 

3、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2021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东尼电子2021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至2021-025）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对于上述事项的重大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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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晓宇 

日期 2021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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