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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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新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江陈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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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9,693,194.58 2,836,616,805.80 6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6,422,082.80 112,896,271.07 10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2,879,631.58 112,130,939.93 72.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577,436.69 336,162,609.95 -11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65 0.1079 10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65 0.1079 10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 2.15%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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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4,723,544.34 12,240,957,482.73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67,090,426.09 5,536,513,442.39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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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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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4,4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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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2,8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393.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2,145,275.85 

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

转让其参股的深圳华秋电子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产生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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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6,741,794.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99,461.06  

合计 33,542,45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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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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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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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76% 740,045,151 0 不适用 不适用 

杨林 境内自然人 2.70% 28,270,208 0 不适用 不适用 

张玲 境内自然人 2.23% 23,293,013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8% 13,355,950 0 不适用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3% 7,683,167 0 不适用 不适用 

杨逸尘 境内自然人 0.47% 4,967,310 0 不适用 不适用 

韩金文 境内自然人 0.35% 3,624,700 0 不适用 不适用 

刘建琪 境内自然人 0.30% 3,146,53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6% 2,768,461 0 不适用 不适用 

吴育龙 境外自然人 0.20% 2,040,000 0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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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740,045,151 人民币普通股 740,045,151 

杨林 28,270,208 人民币普通股 28,270,208 

张玲 23,293,013 人民币普通股 23,293,013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355,950 人民币普通股 13,355,9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83,167 人民币普通股 7,683,167 

杨逸尘 4,967,310 人民币普通股 4,967,310 

韩金文 3,62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4,700 

刘建琪 3,146,530 人民币普通股 3,146,5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68,461 人民币普通股 2,768,461 

吴育龙 2,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和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杨林、张玲和

杨逸尘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不详。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至本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中刘建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 8,00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138,530 股，合计持有 3,146,530 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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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3.92%，比2019年同期增长7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0.56%，比2019年同期增长91.97%。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与2020年同期

和2019年同期相比都实现大幅度增长，主要得益于几方面原因：1）公司各项业务已形成了内生的、自发的良性运转模式，

推动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其中华强半导体集团作为国内电子元器件分销行业龙头，充分发挥头部企业竞争优势，规模持

续增长；华强电子网集团围绕打造行业级别的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目标不断创新，作为创新业务验证了其商业模式的可行

性、科学性和成长性，业务快速发展。2）随着电子行业景气度回暖，公司各项业务的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和强化，市

场份额进一步提升。3）在主营业务的业务结构优化、技术分销能力增强以及行业景气度回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公司整体

毛利率得到提升。具体原因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21年第一季度

业绩预告》。 

2、本报告期末存货比上年末增加32.22%，主要是由于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业务规模扩大，主动备货所致； 

3、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上年末增加37.47%，主要是由于本期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4、本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上年末减少39.74%，主要是由于本期电子世界改造部分工程完工结转至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5、本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上年末增加52.61%，主要是由于本期经营业绩较好，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6、本报告期末长期应付职工薪酬比上年末增加1591.06%，主要是由于本期经营业绩较好，公司根据业绩考核进度，增加对

长期薪酬的计提所致； 

7、本报告期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61.89%，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8、本报告期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63.28%，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所致； 

9、本报告期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92.74%，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且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导致销售

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10、本报告期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46.37%，主要是由于汇率波动，公司本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11、本报告期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57.04%，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2、本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为249.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77.01%，主要是由于本期应收款项计提的减值增加所致； 

13、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为385.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54%，主要是由于本期存货计提的减值增加所致； 

14、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84.04%，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在疫情期间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捐赠

了500万元专项用于疫情防治所致； 

15、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80.96%，主要是由于本期经营业绩较好，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16、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5.05%，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采购货物支付的

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7、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43.24%，主要是由于本期华强科创广场（华强激光工厂城市更

新项目）投入较多所致； 

18、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35.89%，主要是由于本期取得和偿还银行贷款的差额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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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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上海星思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21年2月22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股星思半导体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上海星思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思半导体”）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各自在人才、技术、资

金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在股权、业务等方面进行持续性的友好合作；对于合作内容

中涉及的公司以 CVC 投资（基于产业的财务投资）方式小比例参股星思半导体的股权投资事宜，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不超

过 1,000 万元的投资额度范围内制定、实施具体投资方案，签署投资相关协议，办理与该次投资相关的一切事宜。同日，公

司与星思半导体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关于公司拟参股星思半导体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至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相关事项 

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和2021年3月审议通过了分拆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电子网集团”）

于创业板上市的相关议案。本次分拆完成后，华强电子网集团将通过创业板上市实现与资本市场的直接对接，充分发挥资本

市场的功能和优势，增强其自身资金实力及投融资能力，建立符合大数据、互联网行业特点的人才结构和激励机制，加大技

术研发投入，加快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华强电子网集团的经营管理能力、品牌知名度、社会影响力，促进其业务进一步加

速发展；同时，公司仍将控股华强电子网集团，华强电子集团的整体经营情况、财务及盈利状况仍将在公司合并报表中予以

反映，华强电子网集团的快速发展，也将有效深化公司在电子产业链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资产质量、盈利能力

与风险防范能力。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30日、2020年10月16日、2021年3月10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报告期内，华强电子网集团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上市辅导工作和相关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有序推进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相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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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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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景

苑支行 

无 否 
远期购

汇 
1,073.1 

2020 年

07 月 10

日 

2021 年

07 月 09

日 

0 0 0 0 0 0.00% 0 

同上 无 否 同上 
1,049.5

5 

2020 年

09 月 02

日 

2021 年

08 月 19

日 

0 0 0 0 0 0.00% 0 

合计 
2,122.6

5 
-- -- 0 0 0 0 0 0.00% 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未涉诉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

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1、市场风险：保值衍生品投资合约汇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的差异将产生投资损益；在

衍生品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

投资损益； 

2、流动性风险：保值衍生品以公司外汇收支预算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以

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 

3、信用风险：公司进行的衍生品投资交易对手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

来的银行，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4、其它风险：在开展业务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衍生品投资操作或未充分

理解衍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5、控制措施：公司已制定《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司进行衍生

品投资的风险控制、审批程序、后续管理和信息披露等进行明确规定，以有效规范衍

生品投资行为，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对报告期内衍生品损益情况进行了确认，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06 万元，公允

价值计算以上述产品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价格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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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以更好地应对

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锁定交易成本、降低经营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为目标，

不以投机为目的，风险可控，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已制定《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的风险控制措施，有利

于加强衍生品投资风险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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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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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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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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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1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1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2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11 日 

公司会议

室（电话会

议） 

电话会议 机构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Yunfei Zheng 

BEA Un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Susanna Chui 

BEA Un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Will Li 

Blackrock Financial Management 

(Hong Kong)    Alex Tang 

Blackrock Investment Management 

(Shanghai) COLTD    Victor Zou 

Caithay Life Insurance   Eric Yang 

Chong Yang Investment Mgmt   

Liyuan Li 

Chong Yang Investment Mgmt   Xin 

Chen 

Fidel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   

Vivian Wang 

Franklin Templeton (China)   Tony 

Sun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K   

Alex Kwan 

Mirae Asset Global Investment (Hong 

Kong)   Edward Chan 

Polymer Capital Management    

Tiantao Zheng 

Prudential Financial    James Lin 

RWC Singapore Pte Ltd    Huanlong 

Chen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K Ltd    

Emily Zhang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K Ltd    

Sophia Tang 

UG Investment Advisers   Wade Lin 

Wellingto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mpany Pte Ltd (Singapore)    Lee 

公司的主要业务和

产业地位、公司开展

CVC 投资（基于产

业的财务投资）的产

业逻辑、电子元器件

缺货涨价的相关情

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SiC（碳化硅）

产品线业务开展情

况等内容 

详情请参见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

在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1年 3月

11 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

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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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n Chong 

Yud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Shan Jiang 

2021 年 03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2021 年 0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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