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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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倩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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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456,575.44 1,050,480,780.59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9,338,884.18 911,717,449.04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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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7,087.97 39,458,554.55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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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60,586.65 63,510,914.61 6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04,035.30 27,155,624.67 3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51,292.58 17,428,673.46 8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3.38 增加 0.4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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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8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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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0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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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5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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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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844.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920.65 

所得税影响额 -429,257.92 

合计 2,452,7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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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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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佐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3,235,000 51.53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欣雷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705,000 5.52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丰友生 3,468,100 3.36 0 质押 80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福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27,596 1.96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

银行－中泰星河 1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39,661 1.39 0 无 / 其他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913,413 0.88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900,000 0.87 0 无 / 国有法人 

兴证（香港）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812,150 0.79 0 无 / 其他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上汽

投资－颀瑞 2 号 

713,537 0.69 0 无 / 其他 

中泰证券资管－兴业

银行－中泰星池 2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636,140 0.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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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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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2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235,000 

上海欣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5,000 

丰友生 3,468,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8,100 

杭州福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7,596 人民币普通股 2,027,596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中泰星河 1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39,661 人民币普通股 1,439,661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913,413 人民币普通股 913,41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兴证（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812,150 人民币普通股 812,150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汽

投资－颀瑞 2 号 
713,537 人民币普通股 713,537 

中泰证券资管－兴业银行－中泰星池 2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636,140 人民币普通股 636,1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纳系佐丰投资的执行董事，实际

控制人胡欣系佐丰投资的监事。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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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说明 

应收票据 27,048,104.55 19,439,153.65 39.14 
主要系销售增加，客户承

兑回款增加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6,592,387.58 12,615,296.47 -47.7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前期

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15,977,276.52 27,543,182.93 -41.9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前期

由于疫情延缴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1,877,368.74 1,290,370.32 45.49 
主要系子公司其他应付款

项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226,442.70 2,368,815.71 -48.23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减少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82,886.18 1,641,536.94 不适用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变动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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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

例（%） 
说明 

营业收入 104,160,586.65 63,510,914.61 64.00 

主要系气门传动组精密零部件

消除疫情影响，及新项目上量

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8,873,696.50 23,246,999.94 67.22 
主要随营业收入增长而增加所

致 

销售费用 1,536,750.07 2,402,461.06 -36.03 主要系客户本期自提货物较多 

管理费用 13,812,447.32 9,104,712.93 51.71 
主要系子公司薪酬及折旧费用

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6,798,823.31 4,371,235.06 55.54 主要系研发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504,794.54 2,241,059.60 -32.85 
主要系境外子公司汇率平稳所

致 

其他收益 592,040.24 7,182,102.12 -91.76 
主要系本季度政府补助较少所

致 

投资收益 681,993.26 258,460.63 163.87 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52,585.21 4,043,465.21 -59.13 
主要系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减

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9,156.48 1,314,291.84 -94.74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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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纳 

日期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