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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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蔡为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俊艳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任春燕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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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035,161.56 169,800,536.25 16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997,324.26 5,223,992.18 87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947,728.55 -9,199,939.41 58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0,712,114.81 -210,583,072.66 -3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3 0.022 86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7 0.022 84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0.1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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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1,334,760.23 4,344,149,268.01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38,451,079.43 3,082,013,523.67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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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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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7,5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14,2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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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666.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008.68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9,4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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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03.90  

合计 6,049,59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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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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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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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大青鸟环

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0% 91,836,720 91,836,720 质押 30,550,000 

蔡为民 境内自然人 11.52% 28,375,120 24,617,265 质押 16,530,000 

陈文佳 境内自然人 7.46% 18,367,29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6% 9,508,057 0   

上海高毅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

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其他 2.44% 6,000,000 0   

#李夜淋 境内自然人 1.89% 4,653,230 0   

华泰证券资管－

华泰尊享稳进 35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81% 4,447,900 0   

#曾德生 境内自然人 1.61% 3,965,0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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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 境内自然人 1.18% 2,902,100 0   

杨玮 境内自然人 1.00% 2,46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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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佳 18,367,290 人民币普通股 18,367,29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08,057 人民币普通股 9,508,057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李夜淋 4,653,230 人民币普通股 4,653,230 

华泰证券资管－华泰尊享稳进 3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447,9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7,900 

#曾德生 3,965,080 人民币普通股 3,965,080 

蔡为民 3,757,855 人民币普通股 3,757,855 

王欣 2,90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2,100 

杨玮 2,463,980 人民币普通股 2,463,980 

辜竹竺 1,712,061 人民币普通股 1,712,0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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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是公司成立20周年，亦是公司未来三年规划的元年。开年以来，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品牌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为全年经营计划的推进打下良好开端。 

一季度产品订单、发货、回款各项指标同比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为45,303.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6.8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5,099.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6.21%。 

与此同时，基于布局发展的需要，公司投入端（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在持续保持研发投入强度、完善国内外产品线的升级、新进细分行业（特别是图像应用产品线等）开发的同时，

为了进一步构建、夯实公司在消防电子全方位的竞争地位，一季度公司结合未来战略布局，公司持续加强应急疏散、工业消

防以及智慧消防、家用消防、安消一体化等新业务增长点的布局投入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的建设，尤其在人员储备方面，公

司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加大人员引进力度，特别是进入2021年来，截至一季度末员工人数较2020年3月末增加500余人，这些

投入将有利于促进品牌力提升、新业务发展。 

另一方面，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生活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明显；同时，股权激励计划等的实施，也增加了公司的运

营成本。 

未来三年，公司将以“三驾马车”——通用消防报警（含海外）、应急照明与智能疏散、工业消防为核心，并积极布局智

慧消防、家用消防，力争实现50亿元以上的销售规模；同时，公司亦将持续加强产品与技术研发，强化市场营销体系建设与

推广力度，全面推动以“降本增效”为核心的运营管理工作，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消防安全企业。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3.31/2021.1-3 2020.12.31/2020.1-3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95,344,080.88 1,502,057,896.29 -33.73% 主要系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支付款项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2,216,666.66 0  -  主要系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所致。 

预付款项 40,476,415.55 13,864,751.21 191.94% 主要系为保证原材料供应，预付部

分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61,580,004.83 27,617,616.28 122.97% 主要系Finsecur SAS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所致。 

存货 541,305,023.65 353,314,523.77 53.21% 主要系Finsecur SAS纳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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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21,854,343.22 67,689,330.37 80.02% 主要系公司收购上海康佳绿色照明

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满足投资确认条

件所致。 

商誉 195,465,282.85 57,720,820.79 238.64% 主要系Finsecur SAS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003,039.27 303,409,757.29 -95.38% 主要系投资Finsecur SAS满足投资

确认条件所致。 

预收款项 60,582,447.32 92,156,969.67 -34.26% 主要系销售结算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74,541,132.03 21,812,044.76 241.74% 主要系Finsecur SAS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所致。 

营业收入 453,035,161.56 169,800,536.25 166.80% 去年同期经营活动受新冠疫情影响

较大，本期恢复并增长。 

营业成本 259,579,934.67 91,935,035.19 182.35%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规模的同向增

长所致 

销售费用 63,065,736.51 37,433,465.59 68.47% 主要系销售人员增加、销售运费增

加所致。 

管理费用 40,020,801.99 25,483,985.15 57.04% 主要系股权激励费用分摊所致。 

研发费用 35,024,403.82 25,198,348.72 38.99% 主要系研发人员增加及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其他收益 15,261,867.58 3,649,021.13 318.25% 主要系软件增值税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254,073.57 5,302,400.40 -123.65% 主要系上年同期参股公司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31,530.98 12,057,589.15 -91.44%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上市奖励等政

府补贴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412,757.19 3,623,107.01 187.40% 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恢复正

常，随利润总额增加相应增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380,377,154.89  207,936,903.30  82.93% 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恢复正

常，随营业收入增加相应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433,991,768.33  257,418,728.51  68.59% 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恢复正

常，随营业成本增加相应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35,231,294.52  87,105,569.98  55.25% 主要系奖金发放、员工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85,468,390.12  60,256,185.80  41.84% 主要系期间费用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00  614,930,000.00  -83.74% 系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减少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26,615,840.00  -88.73% 系上年同期有发生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36,090,497.66 0 - 主要系Finsecur SAS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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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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法国Finsecur事项。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美安消防以自筹资金认购法国Finsecur 的1,200万股新增发股份并收

购Finsecur原股东持有的股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法国Finsecur已分别完成出资以及相应政府主管部门

的备案或审批、工商变更登记等程序。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美安消防持有Finsecur 64.80%的股权，合计投资金额2,953.70万

欧元，Finsecur成为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编号：2020-054、

2021-016）。 

2、收购上海康佳绿色照明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以47,733,333元收购北京朗瑞皓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康佳照明25.37%的股权，由于康佳照明的股东蔡为民、上海盛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股权收购构成

关联方共同投资。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直接持有康佳照明25.37%的股权，康佳照

明为公司的参股公司。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编号：2020-090、2021-013）。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对外投资法国 Finsecur 事项 2021 年 03 月 24 日 2021-016 

收购上海康佳绿色照明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1 年 03 月 06 日 2021-01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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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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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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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

项目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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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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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火灾报

警技术与

产品线的

一体化升

级与开发

项目 

是   16,700.50 905.04 2,840.97 17.01% 尚未完成   是 否 

2、电气火

灾监控系

统及独立

式光电感

烟探测报

警器升级

扩产项目 

否 13,727.96 9,024.79  -   9,024.79 100.00% 已完成 549.33 是 否 

3、火灾自

动报警及

联动控制

系统生产

线技术改

造项目 

否 24,829.96 9,259.49  -   9,259.49 100.00% 已完成 889.82 是 否 

4、自动灭

火系统扩

产项目 

是 12,233.90 0  -    -     已终止   不适用 是 

5、气体检

测仪器扩

产建设项

目 

是 8,895.63 0  -    -     已终止   不适用 是 

6、研发检

测中心建

设项目 

否 6,125.50 634.04  -   634.04 100.00% 已终止   不适用 是 

7、补充流

动资金 

否 28,000.00 58,194.12  -   58,194.12 10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

项目小计 

-- 93,812.95 93,812.95 905.04 79,953.42 -- -- 1,439.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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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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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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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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2月 28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浙商证券等机

构共 38 人 

详见投资者关

系活动表 

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

登记表 2020-001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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