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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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谈士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卫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卫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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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7,520,353.64 1,224,876,237.20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9,676,266.08 956,844,246.50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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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4,202.60 58,468,070.25 -1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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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70,597.21 168,289,530.27 -2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32,019.58 28,911,184.93 -2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40,388.12 28,794,968.26 -27.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4.66 减少 2.30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1）2020年 5月，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总股本 17,576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共计转增 7,030.40万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4,606.40万股。公司

按照转增后的股本对 2020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进行重新计算，2020年第一季度

每股收益从 0.1645稀释到 0.1175，稀释每股收益从 0.1587稀释到 0.1134。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32.01%，主要系一方面营业收入减少使

得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另一方面 2020年汽车行业受新冠疫情影响，主要客户订单均有不同

程度的推延，公司在 20年底及 21年初比较集中的收到客户订单，该部分订单均已陆续开工，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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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业因上游供给原因受到了短期的影响，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客户支付的预付款时间有所延长，

使得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在短期内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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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8,2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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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885.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783.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58.47  

所得税影响额 -336,009.09  

合计 1,891,6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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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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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士力 57,098,945 21.88  无  境内自然人 

陈久康 41,824,464 16.03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87,632 3.56  无  其他 

王阳明 6,062,284 2.32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

合 
5,599,131 2.15  无  其他 

南通百淼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南通凯淼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3,683,927 1.41 3,683,927 无  其他 

苏建良 3,654,127 1.40  无  境内自然人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3,632,883 1.39  无  其他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施罗德环球

基金系列大中华（交易

所） 

3,576,230 1.37  无  其他 

沈俊杰 3,335,985 1.28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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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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士力 57,098,945 人民币普通股 57,098,945 

陈久康 41,824,464 人民币普通股 41,824,46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87,632 人民币普通股 9,287,632 

王阳明 6,062,284 人民币普通股 6,062,284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5,599,131 人民币普通股 5,599,131 

苏建良 3,654,127 人民币普通股 3,654,127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3,632,883 人民币普通股 3,632,883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

罗德环球基金系列大中华（交易所） 
3,576,230 人民币普通股 3,576,230 

沈俊杰 3,335,985 人民币普通股 3,335,985 

王志豪 3,238,867 人民币普通股 3,238,8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谈士力、陈久康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作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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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同期期末数 
变动幅

度（%） 
情况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43,189,870.83 16,900,633.60  155.55  主要系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销售增加 

其他应收款 1,824,927.65  1,275,877.55  43.03  主要系付出招标款增加 

合同资产 8,325,879.19 2,104,035.09 295.71 主要系尚在质保期间的应收质保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78,800.30  4,836,338.51  -96.30  主要系子公司待抵扣进项税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               518,183.24  -100.00  
主要系 2020年转让了云南克来众诚智能设

备有限公司的股权  

在建工程 62,222,699.96  20,017,051.06  210.85  
主要系三期厂房及国六b汽车发动机EA888

高压燃油分配管制造及新能源车用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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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同期期末数 
变动幅

度（%） 
情况说明 

碳空调管路组装项目等在建项目投入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511,128.28  864,715.56  74.75  主要系子公司租赁资产的改造增加 

合同负债 10,361,766.39  55,363,577.07  -81.28  

2020 年汽车行业受新冠疫情影响，主要客

户订单均有不同程度的推延，公司在 20 年

底及 21 年初比较集中的收到客户订单，同

时汽车行业因上游供给原因受到了短期的

影响，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客户支付的预付

款时间有所延长，使得合同预收款在短期

内出现了下降。 

其他应付款 9,269,307.41  52,734,598.98  -82.42  
主要系 2020年度支付上海众源燃油分配器

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款余款 4,500 万元 

其他流动负债 815,430.70  394,983.81  106.45  主要系合同负债相应的销项税增加 

应付债券               145,156,036.78  -100.00  
主要系 2020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赎

回 

递延收益 1,268,181.82  1,920,000.00  -33.95  
主要系部分收益相关政府补助项目验收及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摊销 

其他权益工具            30,527,589.59  -100.00  
主要系 2020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赎

回 

实收资本(或股

本) 
260,944,500.00  175,760,000.00  48.47  

主要系 2020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非公

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综合

影响所致 

资本公积 312,735,453.20  114,596,828.97  172.90  

主要系 2020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非公

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综合

影响所致 

盈余公积 35,446,660.77  25,980,409.14  36.44  
主要系 2020 年度按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

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少数股东权益 49,462,222.50  143,249,951.76  -65.47  
主要系 2020年度收购南通克来凯盈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 35%少数股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及现金流

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1,663,596.60 765,712.06 117.26 
主要系收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

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51,468.98 100.00 
主要系 2020 年度转让云南克来众诚

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的股权 

信用减值损失 638,589.14 1,823,183.39 -64.97 主要系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39,668.50 -105,259.63 137.69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上海众源燃油分

配器制造有限公司毛利为负数的产

品库存量减少，相应资产减值损失转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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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及现金流

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资产处置收益 88,884.84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的固定资产增加 

营业外收入 2,149,385.23 303,574.34 608.03 

主要系本期收到了上海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及招商

引资相关补贴 

营业外支出 1,371.05 151,069.52 -99.09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减少 

所得税费用 2,600,895.59 5,274,131.35 -50.69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714,202.60 58,468,070.25 -132.01 

一方面营业收入减少使得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减少,另外 2020年汽车行

业受新冠疫情影响，主要客户订单均

有不同程度的推延，公司在 20年底

及 21年初比较集中的收到客户订单，

该部分订单均已陆续开工，汽车行业

因上游供给原因受到了短期的影响，

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客户支付的预付

款时间有所延长，使得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在短期内受到一定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6,560.40 -13,886,294.96 98.80 

主要系上年同期向银行偿还了短期

借款，本期无筹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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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谈士力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