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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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清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蔚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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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9,264,430.28  2,850,633,261.36 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49,672,458.95  2,302,888,129.51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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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71,526.91 42,006,106.89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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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995,189.99  249,281,795.49 1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0,261,848.36  71,257,816.02 11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8,847,781.43 69,889,647.90 112.9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32 3.53 增加 2.7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25 0.59 111.8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25 0.59 1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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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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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5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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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93,819.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80.00  

所得税影响额 -249,663.99   

合计 1,414,0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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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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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清华 48,600,000 40.39 48,6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贺先兵 19,617,071 16.3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611,013 12.98  未知  境外法人 

俞振华 10,383,000 8.63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州冠群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9,000,000 7.48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

合 
2,523,679 2.10  未知  其他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1,232,804 1.02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创新未

来18个月封闭运作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17,673 0.76  未知  其他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635,098 0.53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泰康策略优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00,075 0.42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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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先兵 19,617,071 人民币普通股 19,617,07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611,013 人民币普通股 15,611,013 

俞振华 10,3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83,000 

苏州冠群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523,679 人民币普通股 2,52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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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1,232,804 人民币普通股 1,232,80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创新未来 18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17,673 人民币普通股 917,673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635,098 人民币普通股 635,0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策

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75 人民币普通股 500,075 

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达环球策

略基金－全中国股票基金（交易所） 
434,843 人民币普通股 434,84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贺先兵持有苏州冠群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下称“苏

州冠群”）59.97%的合伙份额，为苏州冠群的有限合伙人；

俞振华持有苏州冠群 33.37%的合伙份额，为苏州冠群的

普通合伙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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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数 

本期期初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

产 
320,393,819.23  不适用 主要是母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124,573,230.48 79,158,551.73 57.37% 
主要因为子公司八方天津的客户

用银行票据结算较多 

应收账款 388,299,269.76 295,049,737.88 31.60% 
主要因为公司销售规模的增长，应

收账款相应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35,868,389.00 67,088,765.84 -46.54% 主要因为本期到期票据较多 

预付账款 22,653,582.67 2,618,022.21 765.29% 主要因为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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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7,676,130.95 4,054,898.84 89.31% 
主要因为期末子公司戈雅贸易未

收到的增值税出口退税金额较多 

使用权资产 22,674,099.53  不适用 
因为按照新租赁准则要求将租赁

资产进行重分类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619,569.65 1,150,538.53 40.77% 
主要因为子公司八方天津的长期

待摊费用增加较多 

应付职工薪酬 8,409,405.60 15,028,130.24 -44.04% 
主要因为本期母公司发放了上年

年终奖 

应交税费 35,922,091.47 19,247,235.59 86.64% 
主要因为母公司期末应交增值税

及企业所得税较多 

其他流动负债 95,514,446.01 22,862,112.71 317.78% 
主要因为期末已背书未终止确认

的应收票据较多 

租赁负债 22,230,320.97  不适用 
因为按照新租赁准则要求确认租

赁负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214,559.35 1,262,959.57 -275.35% 
主要因为子公司八方波兰的外币

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营业收入 526,995,189.99 249,281,795.49 111.41% 
主要因为客户需求增长及内销业

务的启动，当期营业收入增长较多 

营业成本 321,843,033.05 139,382,785.98 130.91% 
主要因为营业收入增长，营业成本

随之增长 

销售费用 10,592,758.57 7,540,289.55 40.48% 
主要因为子公司八方波兰发生的

市场推广费用增长较多 

研发费用 8,649,688.12 6,614,071.37 30.78% 
主要因为母公司研发人员薪酬增

长较多 

财务费用 -10,238,885.84 -1,902,200.32 438.27% 
主要因为本期母公司收到的定期

存款利息较多及汇率变动的影响 

其他收益 1,186,144.20 230,000.00 415.71% 
主要因为本期母公司收到的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贴较多 

信用减值损失 -6,659,831.92 -1,144,862.37 481.71% 

主要因为公司销售规模增长，应收

账款增加，随之计提的坏账准备增

加 

营业外收入 85,447.49 1,422,381.51 -93.99% 
主要因为上年同期母公司收到的

与收益不相关的政府补贴较多 

营业外支出 1,680.00 300,000.00 -99.44% 
主要因为上年同期母公司捐赠支

出较多 

利润总额 175,616,556.54 84,668,853.02 107.42% 
主要因为营业收入增长较多，利润

总额随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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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25,354,708.18 13,411,037.00 89.06% 主要因为当期所得税费用较大 

净利润 150,261,848.36 71,257,816.02 110.87% 
主要因为营业收入增长较多，净利

润随之增长 

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 
-3,484,125.02 -432,451.34 705.67% 

主要因为子公司八方波兰的外币

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146,777,723.34 70,825,364.68 107.24% 
主要因为营业收入增长较多，净利

润随之增长，综合收益亦相应增长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2,073,335.65 -262,324,552.88 38.02% 
主要因为当期购建长期资产及购

买理财产品支付的现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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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清华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