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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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涵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世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钟华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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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20,069.38 138,047,578.88 2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69,899.87 -8,385,463.82 12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334,549.59 -16,388,924.48 7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835,457.84 -64,641,465.64 -1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4 -0.0139 124.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4 -0.0139 12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62%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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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775,933.02 2,249,549,146.41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2,072,367.35 1,366,690,564.89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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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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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4,342.7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01,252.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874.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54,212.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312.21  

合计 6,504,44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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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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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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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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涵渠 境内自然人 26.10% 171,156,663 128,367,497 质押 21,548,450 

深圳市远致富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远致富

海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40% 28,846,153 28,846,153   

山东省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26% 27,945,470 0   

黄斌 境内自然人 4.16% 27,272,594 0   

沈永健 境内自然人 3.15% 20,649,999 15,487,499 质押 3,700,000 

赵旭峰 境内自然人 3.00% 19,658,837 14,744,128   

邱荣邦 境内自然人 2.38% 15,577,580 12,133,185 质押 7,200,000 

周维君 境内自然人 1.36% 8,915,839 1,786,000   

深圳市奥拓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8,692,052 0   

沈毅 境内自然人 1.02% 6,676,4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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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涵渠 42,789,166 人民币普通股 42,789,166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27,945,470 人民币普通股 27,94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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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 27,272,594 人民币普通股 27,272,594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8,692,052 人民币普通股 8,692,052 

周维君 7,129,839 人民币普通股 7,129,839 

沈毅 6,676,434 人民币普通股 6,676,434 

沈永健 5,1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62,500 

赵旭峰 4,914,709 人民币普通股 4,914,709 

陈国雄 4,794,059 人民币普通股 4,794,059 

郭卫华 4,162,589 人民币普通股 4,162,5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股东赵旭峰系股东吴涵渠的妻弟；股东沈永健和周维君系夫妻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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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序号 项目 变动情况和原因说明 

1 货币资金 较年初减少30,599万元，降幅46.84%，主要是银行理财投资增加及支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较年初增加18,400万元，增幅153.33%，主要是银行理财投资增加所致。 

3 应收票据 较年初增加155万元，增幅295.13%，主要是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4 应收款项融资 较年初减少931万元，降幅79.71%，主要是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较年初增加1,751万元，增幅113.78%，主要是本期预付长期资产款增加所致。 

6 合同负债 较年初增加3,210万元，增幅120.22%，主要是本期收到销售合同预收款增加所致。 

7 递延收益 较年初减少460万元，降幅70.23%，主要是以前年度收到的需验收的政府补助款，在本期验收通过，

转其他收益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序号 项目 变动情况和原因说明 

1 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17,502万元，同比增加3,697万元,增幅26.78%,主要是本期LED视频显示系统收

入增加所致。 

2 营业成本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11,728万元，同比增加2,927万元,增幅33.25%，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营

业成本相应增加。 

3 税金及附加 报告期内，税金及附加107万元，同比减少48万元，降幅31.06%，主要是本期流转税减少所致。 

4 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10万元，同比增加281万元,增幅103.55%,主要是本期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汇

兑损失增加所致。 

5 信用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149万元，同比减少1,314万元，降幅89.80%，主要是本期工程项目结算及

收回长期应收帐款，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6 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111万元，同比减少132万元，降幅646.40%，主要是本期工程项目结算、

合同资产转出，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7 其他收益 报告期内，其他收益为617万元，同比减少364万元，降幅37.13%，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所致。 

8 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150万元，同比增加94万元，增幅165.89%，主要是本期银行理财收益增加所

致。 

9 营业外支出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2万元，同比减少31万元，降幅94.00%，主要是本期对外捐款减少所致。 

10 所得税费用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206万元，同比增加133万元，增幅39.13%，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导致所得

税费用相应增加。 

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17万元，同比增加1,056万元，增幅125.88%，主要是营业收入同

比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序号 项目 变动情况和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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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

净额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现金净额为-20,322万元,同比增加9,239万元，增幅31.25%，主要是去年同

期支付了购买土地款，本期无此项支出所致。 

2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

净额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额为-2,741万元,同比减少2,648万元，降幅2858.59%，主要是本期

偿还银行借款及支付股份回购款增加所致。 

3 汇率变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129万元，同比减少332万元，降幅163.61%，主要是本期美

元对人民币贬值，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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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在手订单及中标金额合计约5.09亿元。 

（2）《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中国足协中国之队LED服务商合作协议>的公告》于2016年3月17日刊

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为中国足协中国之队175场赛事提供

了LED显示设备和比赛期间的相关服务。 

（3）《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集中采购协议-设备类>的公告》于2016

年12月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已发货金额139,467,373.74

元。 

 （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于2018年1月3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与遵义市高铁新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LED定制天幕采购合同》，合

同金额为89,691,695.00元。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 

（5）《关于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于2021年4月2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

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百辉”或“标的公司”）原股东沈永健（乙方一）先生及

其配偶周维君（乙方二）（以下合称“乙方”）女士签署《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沈永健先生和周维君女士对于对原股东王亚伟、罗晓珊、广州中照龙腾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汉华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应承担的截至2021年4月9日未收回的应收账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乙方对截至2021年4月9日未收回的应收账款的购买义务应当在2021年12月31日前履行。对于千百辉持有的南

沙房产受让事宜，乙方（一）自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动产过户条件后3个月之内，按《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支付

房产转让款。截至目前，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

署<中国足协中国之队 LED 服务商合作

协议>的公告》 

2016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集中

采购协议-设备类>的公告》 

2016 年 12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

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1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2021 年 04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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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1年2月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且回购价格上限7元/股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及或

员工持股计划；回购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详见公司2021年2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3）。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1,62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5%，

最高成交价为4.5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1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6,812,250.66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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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6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143,601,291.54 元。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

订稿）》关于募集配套资金安排的规定，公司支付本次现金对价75，000，000.00元，支付本次发行的承销费用200.00万元，

公司置换先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570.00万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千百辉”）增资60,901,300.00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千百辉增资完成后，2017年7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千百辉置换先行投入到募集配套资金项目金额，置换金额为1,781,623.44元。报告期内，千百辉募投项目支

出0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千百辉募投项目支出累计22,221,547.33元(不含手续费)。 

2020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将千百辉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20年1月25日调整至2023年12月31日。截至202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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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日，该项目投资进度为32.16%，预计无法在2020年1月25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项目可研报告编制

时间较早，后续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所致，目前公司采取腾用现有办公场所，或临时租用、借用场地、借调现有研发人

员等措施解决相关问题，以保证该项目中相关研发项目的开展。后续公司计划新建总部运营及研发中心并单独规划合理区域

用于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将按照承诺继续投入“千百辉智能楼宇亮化系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

中，不存在改变募投项目的情形。 

 2、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66号）

核准，公司于2021年1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9,423,074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2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20,500.00万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等发行费人民币490.32万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0,009.68万元。上

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12月31日出具的中喜验字[2020]第00198号《验资报告》验证

确认。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智

慧网点智能化集成能力提升项目”、“Mini LED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智慧灯杆系统研发项目”、“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

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南京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7,000.00万元、惠州市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4,000万元。 

2021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截至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金额合计935.72万元（含2021年1季度募资金到账前自有资金投入金额），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支付2016年度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现金对

价 

否 7,500.00 7,500.00 0.00 7,500.00 100.00% 0.00 是 否 

2、2016年度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项目中介机构相

关费用 

否 770.00 770.00 0.00 770.00 100.00% 0.00 是 否 

3、千百辉智能楼宇亮

化系统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6,090.13 6,090.13 0.00 2,222.15 36.49% 不适用 

0 

不适用  否 

4、智慧网点智能化集

成能力提升项目 

否 7,000.00 7,000.00 0.00 0.00 0.00% 0.00 否 否 

5、Mini LED 智能制造

基地建设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25.06 617.26 15.43% 0.00 否 否 

6、智慧灯杆系统研发 否 409.68 409.68 0.00 318.46 77.7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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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补充营运资金 否 8,600.00 8,600.00 8600.00 86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 34,369.81 34,369.81 8625.06 20027.87 --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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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4,500 23,5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6,900 6,900 0 

合计 31,400 30,4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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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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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涵渠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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