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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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范志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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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336,595.78 292,967,108.75 5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450,819.47 33,380,496.28 12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2,868,526.36 30,577,535.71 17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140,488.65 156,513,972.61 -20.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6 0.0498 128.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6 0.0498 128.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1.75%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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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8,901,637.91 2,673,165,885.57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1,338,944.44 2,129,701,646.31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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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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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761.52 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7,243,410.94 投资者诉讼索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42.53  

合计 -6,417,706.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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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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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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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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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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丽 境内自然人 28.15% 190,406,400 142,804,800   

孟凡博 境内自然人 8.04% 54,408,240 40,806,180   

深圳市恒信华业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平

潭华业价值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7.72% 52,219,301 0   

孟庆南 境内自然人 7.46% 50,438,267 0   

深圳市恒信华业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平

潭华业战略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7.22% 48,847,202 0   

王凯 境内自然人 1.96% 13,262,00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4,705,019 0   

杨文婷 境内自然人 0.38% 2,557,108 0   

黄勇 境内自然人 0.37% 2,496,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6% 2,46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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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 52,219,301 人民币普通股 52,21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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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平潭华业价值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孟庆南 50,438,267 人民币普通股 50,438,267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平潭华业战略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847,202 人民币普通股 48,847,202 

王丽丽 47,6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01,600 

孟凡博 13,602,06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2,060 

王凯 13,262,001 人民币普通股 13,262,00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705,019 人民币普通股 4,705,019 

杨文婷 2,557,108 人民币普通股 2,557,108 

黄勇 2,4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6,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68,562 人民币普通股 2,468,5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为夫妻关系。孟凡博先生系孟庆南先生与王丽

丽女士之子；王凯先生系王丽丽女士之弟。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潭华业战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平潭华业价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文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05,198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1,910 股，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合计持有 2,557,10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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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收款项 1,128,912.63 810,214.41 39.34% 原因是公司本期预收的房屋租金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52,752,992.84 85,247,234.55 -38.12%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发放了2020年度绩效奖金。 

应交税费 6,357,588.07 13,496,575.36 -52.89%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缴纳了上期增值税及附加

税。 

预计负债 26,276,031.94 19,029,543.75 38.08% 

根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于2021年4月6日出

具的《关于武汉凡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

赔偿结果初步预估的法律意见书》，公司累计应

确认预计负债的金额为2,795.84万元，累计已支

付的投资者索赔款及案件受理费金额为168.24

万元，本期末预计负债的余额为2,627.60万元。 

2.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452,336,595.78 292,967,108.75 54.40% 原因是公司本期对海外客户的销售额同比

大幅增长。 

营业成本 336,068,987.74 232,178,895.87 44.75% 因营业收入增长，公司本期营业成本相应

增长。 

管理费用 22,700,866.85 13,993,996.48 62.22% 主要原因是本期列示在管理费用中的工

资、预提奖金等支出增加。 

财务费用 -11,359,693.04 -7,186,475.05 -58.07%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442,920.99 4,964,523.15 70.94% 本期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同比减

少。 

资产减值损失 7,020,339.31 -232,888.59 -3114.46% 主要是本期冲回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1,228,868.03 2,418,770.84 -150.81% 主要原因为：公司上期确认投资理财收益

229.89万元，本期金额为零。 

营业外支出 7,250,487.89 0.41 1768411580.49%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列支投资者诉讼索赔

金额724.34万元。 

净利润 76,450,819.47 33,380,496.28 129.03% 上期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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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开工不足，本报告期公司各项业务恢复

正常，产品订单较上期同比增长，成本管

控进一步加强。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7,130,618.73 0.00  本期发生额713.06万元是公司收到的增值税出口

退税款。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272,982,843.56 149,639,746.59 82.43% 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外采购规模较小；

本期产品订单增加，采购规模相应增长。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404,173.41 32,337,164.86 -30.72% 本期支付的增值税及附加税等同比较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50,130.21 5,319,586.49 -99.06% 公司上期收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金额较大。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4,322,917.44 430,000,000.00 -96.67% 公司本期收回已到期定期存款金额1,432.29万元；

上期赎回已到期理财产品金额43,000万元。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1,132,104.74 9,003,973.95 23.64% 公司本期支付的购建固定产支出有所增加。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4,373,606.23 8,324.23 172571.90% 本期新增定期存款金额1,437.36万元。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0.00 51,790,411.79 -100.00% 上期发生额5,179.04万元系公司偿付的银行承兑

汇票贴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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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投资者索赔诉讼事项 

公司因虚假陈述被投资者索赔，自 2018 年 5 月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收到武汉中院送达的 373 起民事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等材料，涉案金额 3,348.36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前述 373 起案件中，30 起案件尚未开庭；343 起案件武汉中院已进

行开庭审理（其中 1 起案件庭审后达成和解撤诉），并对其中 204 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公司已就 197 起武汉中院作出一

审判决的案件向湖北高院提出上诉，湖北高院已对其中 46 起案件进行审理，并做出了终审判决，判决维持原判。截至本告

期末，公司已支付 48 起案件赔偿款共计 168.24 万元（含案件受理费）。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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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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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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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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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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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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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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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红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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