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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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左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志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杨培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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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533,926.90 6,041,718,075.94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8,872,023.84 2,272,672,734.9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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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151,835.82 -809,547,27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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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403,942.30 915,801,287.00 3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1,372.14 -22,412,556.2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35,245.43 -32,194,146.2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1.1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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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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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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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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59.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3,486.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8,480.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0,553.31  

合计 456,1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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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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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99,411,840 23.45 99,411,84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63,653,040 15.01 0 无 0 国有法人 

郭丹 15,920,000 3.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程明荣 6,989,337 1.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舒涵 5,902,900 1.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邢立 5,059,022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熙杰 4,905,040 1.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左春 4,118,400 0.9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静 3,418,947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中阳 3,362,746 0.7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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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63,653,040 人民币普通股 63,653,040 

郭丹 15,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20,000 

程明荣 6,989,337 人民币普通股 6,989,337 

杨舒涵 5,9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902,900 

邢立 5,059,022 人民币普通股 5,059,022 

孙熙杰 4,905,040 人民币普通股 4,905,040 

左春 4,118,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8,400 

孙静 3,418,947 人民币普通股 3,41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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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中阳 3,362,746 人民币普通股 3,362,746 

王欣 3,288,672 人民币普通股 3,288,6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软件所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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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货币资金 2,295,974,388.92 3,338,645,810.96 -31.23 

存货 604,510,729.40 403,704,031.24 49.74 

合同资产 1,115,842,928.18 550,979,475.37 102.52 

其他流动资产 53,176,726.39 24,375,395.15 118.16 

长期股权投资 945,728.71 643,248.06 47.02 

投资性房地产 100,572,852.90 34,557,787.70 191.03 

在建工程 16,922,456.29 88,154,279.70 -80.80 

使用权资产 37,101,827.88 - - 

无形资产 5,667,858.02 3,847,613.63 47.31 

应交税费 20,763,020.86 47,467,232.46 -56.26 

其他应付款 84,848,257.27 140,197,454.98 -39.48 

其他流动负债 100,115,043.35 69,079,581.73 44.93 

租赁负债 38,953,307.04 - - 

说明： 

①本期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薪酬等导致现金流

出所致。 

②本期期末存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规模增长,新增存货所致。 

③本期期末合同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已经依据合同履行了履约义务，且不属于

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款的权利增加所致。 

④本期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预缴所得税增加以及尚未抵扣进项税额增

加所致。 

⑤本期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⑥本期期末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对外出租房屋增加所致。 

⑦本期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办公楼部分装修完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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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本期期末使用权资产较期初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⑨本期期末无形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购入无形资产增加所致。 

⑩本期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本年一季度末相较于 2020年末应交增值税减少

所致。 

○11 本期期末其他应付款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支付南京子公司购房尾款所致。 

○12 本期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13 本期期末租赁负债较期初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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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403,942.30     915,801,287.00 39.05 

营业成本 905,173,307.74     658,214,019.28 37.52 

税金及附加       5,081,555.50       2,349,097.39 116.32 

利息费用 306,553.99 - - 

投资收益         -10,206.35        -185,353.39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3,559.73        -325,963.37 - 

信用减值损失      -7,635,234.33     -13,420,537.10 - 

资产减值损失     -16,860,371.46          49,259.94 -34327.35 

资产处置收益        -130,407.90         -53,558.20 - 

营业外收入         641,262.42       9,827,843.55 -93.48 

营业外支出 32,530.81 17.08  190361.42 

所得税费用        -694,467.95      -1,539,777.84 - 

净利润 6,691,372.14 -22,412,556.25 -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92,083.25 84,961.85 -679.18 

综合收益总额 6,199,288.89 -22,327,594.40 - 

说明： 

①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②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③本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所致。 

④本期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⑤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联营公司一季度亏损减少所致。 

⑥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参股公司一季度亏损减少所致。 

⑦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对合同资产减值损失的重分类所致。 

⑧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对合同资产减值损失的重分类所致。 

⑨本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⑩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1 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滞纳金、核销坏账增加所致。 

○12 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利润增加所致。 

○13 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使利润增加所致。 

○14 本期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外币报表折算变动所致。 

○15 本期综合收益总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使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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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99,840,087.30 479,727,386.67 45.88 

收到的税费返还 3,623,037.33 7,514,383.04 -51.7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708,182.65 76,752,544.61 -67.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2,842,546.33 372,967,604.85 42.87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2,208,502.99         311,016.65 16686.4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10,781.50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94,035.25 - - 

说明： 

①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②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到退税减少所致。 

③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收到的其他往来款减少

所致。 

④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长采购增加所

致。 

⑤本期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支

付南京子公司购房尾款所致。 

⑥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⑦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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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左春 

日期 2021年 4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