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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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德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大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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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5,711,857.33        6,001,947,699.44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496,087,110.97  

        

3,509,430,717.97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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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88,403.28           58,601,652.23  

             

-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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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941,145.72          710,912,672.84  
                 

3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150,711.91  

          

-40,709,426.0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6,882,503.50  
         

-48,805,178.2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38  

                  

-1.19  
 上升 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4  

                

-0.044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4  

                

-0.0445  
不适用 

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采购商品支付货款；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上期

因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经营受到较大影响，本期该影响因素逐步减少，收入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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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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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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5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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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3,702.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85.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2,818.87 
 

所得税影响额 -844,118.03 
 

合计      3,731,7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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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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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246,468,215 26.97 0 未知  境外法人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10,661,444 23.05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64,471,891 7.06 0 未知  国有法人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35,888,611 3.93 0 未知  国有法人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1,720,941 2.38 0 未知  国有法人 

赵东岭 4,260,000 0.4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德胜 2,750,000 0.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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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中证全指通

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509,571 0.27 0 未知  其他 

马江峰 2,451,416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秀英 1,646,698 0.1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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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46,468,215 
境外上市外资股 241,655,470 

人民币普通股 4,812,745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熊猫集团”） 210,661,444 人民币普通股 210,661,44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华融”） 
64,471,891 人民币普通股 64,471,891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熊猫”） 
358,886,111 

人民币普通股 22,120,611 

境外上市外资股 13,768,00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1,720,941 人民币普通股 21,720,941 

赵东岭 4,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60,000 

张德胜 2,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509,571 人民币普通股 2,509,571 

马江峰 2,451,416 人民币普通股 2,451,416 

徐秀英 1,646,698 人民币普通股 1,646,6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熊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熊猫集团公司 100%股份，中电

熊猫直接和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 22,120,611 股 A 股

和 13,768,000 股 H 股，占股份总数的 3.93%，通过熊猫集团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210,661,444 股 A 股，占股份总数的

23.05%，合计持有公司 26.98%股份。中国电子全资子公司

华电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7,414,000 股 H 股，占股份总数的

3%，该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其持有。

综上，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通过子公司持有公司

29.98%股份。除上述之外，公司不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附注： 

截止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246,468,215股（其中：H股241,655,470

股，A股4,812,745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26.97%，乃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所持有，其中包

括中电熊猫所持公司13,768,000股H股，及中国电子全资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所持公司27,414,000

股H股。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并不知悉其中任何个别客户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5%以上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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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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率

（%)  
备注 

应收款项融资 70,849,869.17  144,969,078.62  -51.13  
主要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减少 

预付款项 215,717,117.51  109,660,420.50  96.71  主要为本期采购预付货款增加 

合同资产 100,383,259.35  76,231,842.63  31.68  
主要系本期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

价的权利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1,420,944.44  37,405,445.62  -42.73  主要系本期支付工资、奖金及工资性费用 

其他综合收益 125,180.11  318,704.84  -60.72  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调整 

 

（2）利润表科目变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率

（%)  
备注 

财务费用 -4,846,530.08  4,043,391.99  -219.86  
主要系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本期汇兑损失

减少 

其他收益 2,990,665.48  11,544,301.94  -74.09  主要系上期收到退回的前期预缴税款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00,359.70  475,659.62  -36.85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66,063.09  1,526.95  -17,524.48  为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237,492.02  -2,108,721.98  不适用 为本期按准则确认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处置收益 -16,167.69    不适用 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营业外收入 245,188.63  184,587.46  32.8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35,533.70  51,161.80  -30.55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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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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德传 

日期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