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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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立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鞠万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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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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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543,645.92 228,116,706.68 5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57,699.89 6,187,240.49 -20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532,447.70 5,945,947.04 -26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693,638.73 60,346,202.01 -14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2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0.79%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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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984,625.87 1,628,676,179.23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5,525,958.23 802,472,560.88 -0.8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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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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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6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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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518.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3,746.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96,550.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33  

合计 2,874,747.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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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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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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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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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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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品 境内自然人 19.93% 35,874,799 26,906,099   

深圳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7% 26,220,766 0   

鞠万金 境内自然人 4.82% 8,674,380 6,505,785   

汪兆华 境内自然人 4.82% 8,674,380 6,505,785   

程扬 境内自然人 4.82% 8,674,245 6,505,684   

张礼扬 境内自然人 4.22% 7,593,750 5,695,312   

窦晓月 境内自然人 4.22% 7,593,750 5,695,312   

舞钢市佳盈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 5,064,725 0   

李战功 境内自然人 2.19% 3,937,190 2,952,892   

王佩璇 境内自然人 1.26% 2,27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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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6,220,766 人民币普通股 26,220,766 

张立品 8,9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8,968,700 

舞钢市佳盈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64,725 人民币普通股 5,064,725 

王佩璇 2,273,355 人民币普通股 2,273,355 

汪兆华 2,168,595 人民币普通股 2,168,595 

鞠万金 2,168,595 人民币普通股 2,168,595 

程扬 2,168,561 人民币普通股 2,168,561 

窦晓月 1,898,438 人民币普通股 1,898,438 

张礼扬 1,898,438 人民币普通股 1,89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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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战功 984,298 人民币普通股 984,2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张立品先生、窦晓月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礼扬先生为其一致行动人。 

2、张立品先生与窦晓月女士为配偶关系，张立品先生、窦晓月女士与张礼扬先

生为亲子关系。 

3、窦晓月女士通过舞钢市佳盈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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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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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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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7,246,366.20 24,386,870.27 -17,140,504.07 -70.29% 主要因本期结构性存款到期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1,779,588.49 37,836,227.33 13,943,361.16 36.85% 主要因销售增长对应票据收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4,186,439.00 2,078,994.27 2,107,444.73 101.37% 主要因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826,403.18 27,090,952.22 -8,264,549.04 -30.51% 主要因期末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132,004,517.84 97,974,153.25 34,030,364.59 34.73% 主要因应付承兑货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659,094.13 5,329,210.79 -3,670,116.66 -68.87% 主要因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125,930.27 2,329,329.89 -1,203,399.62 -51.66% 主要因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94,274,268.71 71,860,617.62 22,413,651.09 31.19% 主要因新增借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585,517.17 918,417.73 667,099.44 72.64% 主要因汇率变化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346,543,645.92 228,116,706.68 118,426,939.24 51.92% 主要因产品销售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314,641,145.48 192,553,237.29 122,087,908.19 63.40% 
主要因产品销售增长对应销售成本增加及材

料涨价导致毛利率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682,550.20 1,312,678.67 -630,128.47 -48.00% 主要因应纳增值税减少导致附加税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9,511,561.03 12,123,253.34 7,388,307.69 60.94% 主要因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617,729.38 -425,322.83 2,043,052.21 -480.35% 主要因汇兑损益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2,238,607.99 3,823,235.40 -1,584,627.41 -41.45% 主要因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918,217.94 347,082.21 5,571,135.73 1605.13% 主要因本期外汇远期合约到期交割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317,743.88 3,671,961.56 -1,354,217.68 -36.88% 主要因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0,331.79 48,104.65 62,227.14 129.36% 主要因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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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税费返还 26,451,859.59 4,122,483.02 22,329,376.57 541.65% 主要因本期收到的免抵退税额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9,602,837.44 7,325,437.37 2,277,400.07 31.09% 主要因本期收到的房屋租金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351,933,290.33 240,344,087.60 111,589,202.73 46.43% 主要因本期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66,794,116.23 48,984,843.15 17,809,273.08 36.36% 主要因本期支付的员工工资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30,894,028.45 18,020,840.73 12,873,187.72 71.44% 主要因支付的水电费、运费等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544,655.82 316,983.33 227,672.49 71.82% 主要因大额存单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60,000,000.00 -30,000,000.00 -50.0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55,000,000.00 10,370,000.00 44,630,000.00 430.38% 主要因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956,002.20 20,455,321.81 -19,499,319.61 -95.33% 

主要因本期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减去

到期收回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净额为净流

入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767,413.67 518,171.12 1,249,242.55 241.09% 主要因汇率变动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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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0.04%，最高成交价为12.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1.8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55,906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公司回

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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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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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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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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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 0 0 

合计 3,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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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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张立品 

2021年0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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