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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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江文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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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006,953.59 1,266,124,605.78 5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7,429,067.28 626,558,945.48 131.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813,050.48 -82,036,056.7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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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71,575.22 25,712,695.10 7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3,109.38 -9,781,906.5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5,225.47  -12,060,283.7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2.11 增加 2.34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7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7.76 29.14 减少 11.38个百

分点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683.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9.31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0,428.73 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相关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81,878.70 万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4,683.00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77,195.7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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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61Z0023 号”验资报告。因此，报告期内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发生较大的变

化。 

（2）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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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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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5,905.4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4,75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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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393.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61   

所得税影响额 -661,896.73   

合计 3,868,3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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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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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陈延行 70,801,353 37.80 70,801,353 70,801,353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厦门恒誉兴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523,012 5.08 9,523,012 9,523,012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厦门恒誉兴业壹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519,582 5.08 9,519,582 9,519,582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泰达博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6,492,907 3.47 6,492,907 6,492,907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厦门恒誉兴业贰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139,779 2.21 4,139,779 4,139,779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厦门恒誉兴业叁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139,779 2.21 4,139,779 4,139,779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厦门永诚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95,744 2.08 3,895,744 3,895,74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厦门建发新兴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

权投资伍号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090,624 1.65 3,090,624 3,090,62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厦门恒丞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97,163 1.39 2,597,163 2,597,163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家港保税区十月华隆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71,191 1.37 2,571,191 2,571,191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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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二组合 2,070,412 人民币普通股 2,0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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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45,853 人民币普通股 1,745,85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股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20,479 人民币普通股 1,120,479 

潘昌新 696,595 人民币普通股 696,595 

狄国尧 677,262 人民币普通股 677,262 

吴玉霞 534,331 人民币普通股 534,331 

姜卓嘉 414,8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800 

黄淑卿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中小

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3,673 人民币普通股 193,673 

俞晓林 1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厦门恒誉兴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恒誉兴业

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恒誉兴业贰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恒誉兴业叁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均为陈碧珠实际控制的持股平台，陈碧珠与

陈延行系姐弟关系。陈延行与陈碧珠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在罗普特股东大会、

董事会及日常决策过程中，陈碧珠通过恒誉兴业、恒誉兴

业壹号、恒誉兴业贰号、恒誉兴业叁号行使召集权、提案

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陈碧珠作为副董事长及副总经理

行使表决权、决策权时，陈碧珠始终作为陈延行的一致行

动人，以陈延行意见为准。《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为

公司上市后五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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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构成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原因 

货币资金 386,297,161.29  180,424,126.88  114.11% 
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5,000,000.00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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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原因 

预付款项 17,031,915.23  5,730,271.34  197.23% 
主要系本期新增材料采购，

导致预付款项增多 

合同资产 8,439,181.27  5,740,605.24  47.01% 
主要系本期合同质保金增

加 

无形资产 6,023,505.83  3,462,389.43  73.97% 
主要系本期新采购一批研

发软件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200,686.79  1,302,430.31  68.9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新建展

厅装修 

短期借款 93,104,767.36 147,558,974.25 -36.90%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短期

贷款 

应付职工薪酬 6,470,955.79 18,557,621.00 -65.13%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一年度

末计提的年终奖金 

股本 187,288,015.00 140,458,015.00 33.34% 
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增加普通股 

资本公积 992,190,011.93 220,232,999.51 350.52% 
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股本溢价部分 

 

（2）利润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率 原因 

营业收入 44,671,575.22  25,712,695.10  73.73%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

场，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

期有所增长 

税金及附加 444,243.65  308,416.29  44.04%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

加所致 

销售费用 7,406,217.51  3,786,247.08  95.61%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

响，差旅费等业务拓展费用

发生较少，本期恢复正常。 

管理费用 10,473,512.71  6,831,191.37  53.32% 

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增加

及公司上市相关费用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1,384,907.10  114,441.46  -1310.14% 

主要系本期确认的分期收

款项目转回的已实现融资

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5,733,277.10  2,680,209.86  113.9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903,989.83  993,596.52  -190.98% 
主要系应收账款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28,827.82  - 不适用 
主要系合同资产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营业利润 442,036.73  -12,628,711.8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同比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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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率 原因 

营业外收入 2,382.14  250.00  852.86%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利润总额 421,643.49  -12,628,661.8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增加 

所得税费用 -966,139.06  -2,408,027.1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

应纳税所得税额增加 

 

 

（3）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率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4,813,050.48 -82,036,056.7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采购业务付款

增加及期初应付款项本期

到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7,640,860.85 -1,576,698.5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增加及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较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9,119,333.02 90,154,006.10 764.21% 

主要系本期收到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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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 2020年 4月 17日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同意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47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1年 1月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83.00

万股，每股面值 1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6,830,000.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7,288,015.00元。 

截止 2021年 2月 10日，公司采取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83.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31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04,287,300.00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85,500,287.58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18,787,012.42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46,83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

积人民币 771,957,012.42元。上述募集资金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361Z0023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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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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文涛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