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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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志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汤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汤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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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上年同期

减

283,938,677.02

123,558,795.27

129.80%

53,508,926.39

18,289,670.89

192.56%

46,989,088.62

17,493,684.07

168.61%

-1,665,663.30

61,003,910.90

-10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0

0.220

1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0

0.220

12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4%

3.11%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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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942,600.77

1,424,515,830.24

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0,551,398.00

1,035,207,821.3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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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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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199,691.01
1,101,762.40
364,215.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50,559.61

合计

6,519,83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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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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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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21,373

0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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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杰

境内自然人

27.59%

30,240,000

30,240,000

陈玮钰

境内自然人

26.90%

29,484,000

29,484,000

唐娟

境内自然人

14.49%

15,876,000

15,876,000

5.52%

6,050,000

6,050,000

0.50%

550,000

550,000

珠海国汇通管
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珠海中天智科
管理咨询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企业（有限合

人

伙）
付丽艳

境内自然人

0.16%

180,000

梁绍光

境内自然人

0.16%

179,180

其他

0.15%

160,772

单美琴

境内自然人

0.14%

151,976

黄劲平

境内自然人

0.14%

151,000

厦门市融开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融开 1 号
证券投资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付丽艳

180,000

180,000

梁绍光

179,180

179,180

160,772

160,772

厦门市融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融开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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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美琴

151,976

151,976

黄劲平

151,000

151,000

许辉

139,439

139,439

陈钧操

135,000

135,000

张福全

130,108

130,108

胡小勇

113,000

113,000

许豪平

110,108

110,108

1、陈志杰与唐娟为夫妻关系，陈志杰与陈玮钰为父女关系，唐娟与陈玮钰为母女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系；国汇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陈志杰；中天智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陈玮钰。
2、除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在公司上述股东中，付丽艳、单美琴、陈钧操是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股东。
1、付丽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保证券账户持有 180,000 股。
2、单美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51,976 股。
3、陈钧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5,000 股，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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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变动分析
会计科目
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应付票据

合同负债

其他应付款

其他综合收益

期末数（元）

15,162,000.00

56,347,989.05

10,061,527.03

1,647,356.94

295,240,705.40

5,848,535.78

9,641,765.81

158,873,857.64

7,445,875.59

6,726,912.49

-725,151.36

期初数（元）

变动比例

25,310,162.54

31,070,287.62

-40.10%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接收的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
致

81.3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回款增加所致

3,439,636.17

192.5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增加原材料备货锁价所致

2,399,954.95

-31.36%

219,584,524.67

19,204,814.29

5,838,362.21

118,820,571.2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结算到期各项其他应收款项
所致

34.4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原材料备货增加所致

-69.5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到退税所致

65.1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订购增加所致

33.7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所致

5,646,191.60

31.8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预收款增加所致

17,290,626.76

-61.1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结算到期发行费用所致

-2,559,801.63

-71.6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变化所致

2、利润项目变动分析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营业收入

283,938,677.02

123,558,795.27

营业成本

210,787,742.68

86,841,628.65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129.8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客户订单增加所致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成本对应增
142.73%
加所致

销售费用

3,709,695.68

2,671,070.52

38.8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拓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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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规模增加,相 应各项管
管理费用

7,341,279.52

3,346,318.18

119.38%
理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8,530,084.73

6,329,432.66

财务费用

-3,743,370.50

-1,378,144.81

171.6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

166,847.12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973,783.13

-2,642,591.50

-63.1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60,632,239.26

20,800,026.12

191.5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产品交付及营收增长所致

1,188,327.70

477,545.18

61,733,116.49

21,277,434.94

8,224,190.10

2,987,764.05

53,508,926.39

18,289,670.89

信用减值损失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34.7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148.8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供方罚款增加所致
190.1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产品交付及营收增长所致
175.2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利润增加所致
192.5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产品交付及营收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项目变动分析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1,972,563.80 150,771,932.66

67.1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客户订单及产品交付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3,638,227.1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54,816,847.12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银行理财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59,119.69

56,311,916.00 -93.8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银行理财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456,340.74

89,768,021.76 182.5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产品交付及备料增加所致

77,972,160.00 -85.31% 主要原因系上期分红及本期扩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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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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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20]3309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
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00元。截至2020年 12月 21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4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595,950,000.00元，扣除承销费和
保荐费24,528,301.89元（承销费和保荐费费用总额为25,471,698.11元，振邦智能公司已预付发行费用943,396.22元）后的
募集资金为人民币571,421,698.11元，已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 21日存入公司开立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账号为632565236的人民币账户；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1,235,471.69元后，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560,186,226.42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验[2020]7-164号”验资报告。
截止2021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暂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6,183.31万元（含利息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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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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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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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