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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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方隽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琼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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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018,708.85 274,526,215.16 5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100,970.27 47,180,575.26 9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2,650,249.03 45,860,987.48 10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090,743.20 45,520,834.43 78.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2 9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2 9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2.93%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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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070,381.47 3,244,777,723.78 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1,256,791.47 1,889,016,861.83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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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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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165.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09.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1,773.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8,323.54  

合计 1,450,72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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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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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97% 201,421,240 0 质押 15,699,999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13,287,419 0   

方隽云 境内自然人 2.26% 9,292,336 6,969,2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新

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8% 7,744,35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6,242,688 0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其他 1.04% 4,295,09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2% 4,175,050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二一组合 其他 0.73% 3,000,12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启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2,558,66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

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2,127,4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博

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1,86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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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1,421,240 人民币普通股 201,421,240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87,419 人民币普通股 13,287,4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744,350 人民币普通股 7,744,3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42,688 人民币普通股 6,242,688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295,090 人民币普通股 4,295,09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75,050 人民币普通股 4,175,05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二一组合 3,000,12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1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启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58,665 人民币普通股 2,55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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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隽云 2,323,084 人民币普通股 2,323,08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7,4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69,020 人民币普通股 1,869,0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属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方隽云控制，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是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账户。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201,421,24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48.97%。其中通过招商证券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12.91%，占公司总股本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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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100%，主要系报告期内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期末比期初减少31.27%，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票据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59.15%，主要系报告期内待抵扣增值税减少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73.93%，主要系报告期内一体化战略及优化产业布局而增加的设备预付款的投入所

致； 

5、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114.50%，主要系报告期内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6、合同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79.29%，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的经营性货款增加所致； 

7、其他应付款期末比期初增加88.62%，主要系报告期内产销规模增长，应付运费及电费增加所致； 

8、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79.29%，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的经营性货款增加所致； 

9、库存股期末比期初增加30.20%，主要系报告期内回购股份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比期初减少53.53%，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同比增加59.19%，主要系报告期内行业势态良好，订单充足，产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同比增加57.31%，主要系报告期内产销量同比增加而导致的成本总额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30.34%，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规模同比增长，相应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4、销售费用同比增加68.48%，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规模同比增长，相应的运费等营运费用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同比减少54.44%，主要系报告期内贸易融资额减少，票据贴现利息减少所致； 

6、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59.24%，主要系报告期内回款良好，坏账准备冲回所致； 

7、营业利润同比增加102.59%，主要系报告期内产销量同比增长，成本费用管控良好所致； 

8、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100%，主要系报告期内未发生相关营业外收入； 

9、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01.73%，主要系报告期内产销量同比增长，成本费用管控良好所致； 

10、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118.25%，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1、净利润同比增加99.45%，主要系报告期内产销量同比增长，成本费用管控良好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78.14%，主要系报告期内产销两旺，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40.82%，主要系报告期内流动性较充足，银行借款净增加额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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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1,291,338.50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1,291,338.50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8元/股（含）。2020年12月5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公告编号：2020-098），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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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2020年12月10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回购股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1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暨首次回购股份公告》（公告编号：2020-102）。 

2020年12月11日，公司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101）中披露，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38元/股；若按照回购

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101,291,338.50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38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665,561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65%；若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51,291,338.50元，回购股份上限人民币38元/股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1,349,77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33%。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2021年1月4日、2021年2月2日、2021年3月2日、2021年4月6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1、2021-007、2021-011、2021-031）。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2,656,488股，约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0.6458%，购买的最高价为28.14元/股，购买的最低价为25.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1,011,488.49元（不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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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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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期已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使

用募集资

金总额 

报告期内

变更用途

的募集资

金总额 

累计变更

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

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

额比例 

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

向 

闲置两

年以上

募集资

金金额 

2017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63,600 107.74 59,377.73 0 0 0.00% 4,480.44 

将继续用于公

司“年产15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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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电子元器件

封装塑料载带

生产线技术改

造目” 

2020 

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

券 

59,364.73 10,234 29,512.15 0 0 0.00% 30,128.57 

将继续用于公

司“年产

36,000吨光学

级BOPET膜、

年产6,000吨

CPP保护膜生

产项目（一

期）”及补充流

动资金 

0 

合计 -- 122,964.73 10,341.89 88,889.88 0 0 0.00% 34,609.01 -- 0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201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63,600万元，以前年度已使用

募集资金59,269.99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56.95万元；2021

年一季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07.74万元，2021年一季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1.22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59,377.73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258.17万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4,480.4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购

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4,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2020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为59,364.73万元。2020年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9,278.00万元，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净额为126.65万元。2021年一季度使用募集资金10,234.15万元，

2021年一季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49.34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9,512.15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75.99万元。截止2021年3月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30,128.57万元。2021年4月6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万元提前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2021年4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前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万元

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董事会决定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其中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账户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账户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2.6亿元。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公司“年产15亿米电子元器件封装塑料载带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10,700万元，截至2021年3月

31日，该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金额为6,386.25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塑料载带产能建设，新增采购8条塑料载带生产线，

设备到位后塑料载带生产线将达到54条，下半年计划订购6条塑料载带生产线，为后续塑料载带产能释放做好准备。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 

（1）年产36,000吨光学级BOPET膜、年产6,000吨CPP保护膜生产项目（一期） 

该项目主要产品为光学级BOPET膜和CPP保护膜。其中，光学级BOPET膜主要用于生产MLCC、偏光片用离型膜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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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电显示领域；CPP保护膜主要应用于铝塑膜、增亮膜和ITO导电膜制程，属于新能源应用和光电显示领域。项目投资总

额为60,091.00万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45,000.00万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金额为15,128.69万

元。该项目厂房正在按计划建设，生产设备于2021年3月起陆续到位，后续公司将加快上述项目的建设进程，加速设备安装

调试的相关工作，早日实现离型膜产业链一体化构想。 

（2）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该项目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已经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对该募集资金专户进

行了销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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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20,000 0 0 

合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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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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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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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13 日 

上海浦东文华

东方酒店会议

室、上海浦东丽

思卡尔顿酒店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华人寿、友邦保险、富

国基金、浙商证券、国金

证券、兴全基金、嘉实基

金、海创投资、上海信托

自营、中欧基金、工银瑞

信、交银施罗德、中金基

金、诺德基金、西南证券、

财通证券、毓秀资本、国

海证券、华福证券、东吴

证券 

1、谈论的主要内

容：企业基本情况、

经营情况等；2、提

供的资料：企业宣

传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信息：

《2021 年 1 月 13 日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1 年 01 月

14 日-2021 年

01 月 15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中金基金、中金资管、华

安基金、新华基金、华商

基金、泰康资产、鹏扬基

金、华夏基金、天风证券 

1、谈论的主要内

容：企业基本情况、

经营情况等；2、提

供的资料：企业宣

传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信息：

《2021 年 1 月 14 日

-2021年 1月 15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1 年 01 月

19 日 

浙江洁美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离型膜车

间、基膜项目建

设工地、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资管、工行浙江省分

行 

1、谈论的主要内

容：企业基本情况、

经营情况等；2、提

供的资料：企业宣

传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信息：

《2021 年 1 月 19 日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隽云 

二O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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