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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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罗邦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星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海

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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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825,082.49 3,748,713,207.88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86,943,424.13 1,531,124,111.09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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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46,763.79 -59,321,899.46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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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392,649.59 287,204,397.10 7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133,477.64 15,821,601.44 21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140,220.92 10,998,491.99 31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1.09 增加 2.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 0.036 2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 0.036 2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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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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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6,373.7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44,838.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22,6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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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6,303.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0,086.22  

所得税影响额 -808,052.68  

合计 4,993,2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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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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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婕 171,600,000 39.05 0 质押 58,813,803 
境内自然

人 

罗邦毅 44,680,000 10.17 0 质押 12,070,000 
境内自然

人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 27,233,700 6.20 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10,750,497 2.45 0 未知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林天翼 9,393,252 2.14 0 未知 - 
境内自然

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166,900 1.40 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马文奇 5,400,000 1.23 0 未知 - 
境内自然

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第 1期员工持股

计划 

4,811,622 1.10 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42,200 0.85 0 未知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29,654 0.73 0 未知 -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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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婕 17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600,000 

罗邦毅 44,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680,000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 27,2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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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10,750,497 人民币普通股 10,750,497 

林天翼 9,393,252 人民币普通股 9,393,252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6,166,900 人民币普通股 6,166,900 

马文奇 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

员工持股计划 
4,811,622 人民币普通股 4,811,6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4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742,2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29,654 人民币普通股 3,229,6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罗邦毅、吕婕为夫妻关系，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罗邦毅。 

3.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

为公司主要员工共同认购的持股计划。 

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

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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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报告期期末 上年度末 
比上年度

末增减 
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

产 
281,000,000.00 81,000,000.00 246.91%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期末尚未到期所致 

预付账款 78,183,016.10 47,068,792.76 66.1% 
主要系报告期为备货电器、塑料

颗粒等常用原料支付预付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5,546,677.28 103,853,641.32 -75.40% 

主要系报告期内部分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 

在建工程 

14,752,797.12 3,257,263.67 352.92%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广东永

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委托建造

的厂房，尚未完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7,808,412.07 70,214,682.07 -60.4% 

主要系公司 2020年年终绩效奖

金于本报告期向员工支付 

科目 本报告期 上年度 
比上年度

增减 
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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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509,392,649.59 287,204,397.10 77.36% 

上年同期，因疫情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规模较上年同期相比有较

大增长，随业务规模增长导致相

关的营业成本、税金、期间费用、

净利润等出现较大增长。 

营业成本 348,070,981.54 192,828,874.00 80.51% 

税金及

附加 
4,092,142.29 2,774,414.05 47.50% 

销售费用 38,272,625.29 28,616,309.96 33.74% 

管理费用 34,225,048.48 20,126,068.46 70.05% 

研发费用 32,120,770.49 20,051,046.60 60.19% 

营业利润 57,349,431.08 19,057,376.45 200.93% 

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0,133,477.64 15,821,601.44 216.87%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

金 

589,518,193.00 367,489,092.54 60.42% 

主要系报告期业务规模较上年

同期增长较快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

金 

420,106,822.41 268,868,071.40 56.25%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4,519,238.41 -107,415,132.18 71.78%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固定资产、

对外股权投资支付现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689,163.22 -194,240,669.04 117.86%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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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浙江龙文精密设备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司与浙江自贸区昱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合伙人翁兆丰、

蒋琪、骆宗毅、蒋雄健、励志道、吴秀毅、顾培浩、唐昱、浙江舟山英联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公司受让浙江自贸区昱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的浙江龙文精密设备有限公司74.63%股权计1,706.04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9,670.00万元。

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11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2021年4月19日支付股权转让款5,670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该股权转让事项已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预

计对公司2021年度损益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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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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邦毅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