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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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天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朱家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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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423,290.31 438,692,564.21 4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385,035.99 22,497,785.68 13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4,921,775.68 21,766,923.61 10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3,735,874.04 -211,805,621.38 -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3 0.0118 13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0.0116 134.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0.79%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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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4,072,975.34 7,992,937,125.05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49,494,407.39 3,092,138,235.93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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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4,1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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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5,683.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7,707.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62,822.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95,823.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316.39  

合计 7,463,26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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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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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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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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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都市达实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3% 310,346,881 0 质押 135,839,999 

刘磅 境内自然人 6.81% 131,057,031 98,292,773 质押 85,130,000 

深圳市投控资本

有限公司－深圳

投控共赢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94% 95,108,000 0   

张慧 境内自然人 2.01% 38,740,200 0   

房志刚 境内自然人 1.83% 35,129,140 0   

贾虹 境内自然人 1.42% 27,250,5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0% 19,229,067 0   

李葛卫 境内自然人 0.68% 13,000,321 0   

刘平昆 境内自然人 0.62% 11,871,033 0   

王丹宇 境内自然人 0.52%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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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都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10,346,881 人民币普通股 310,346,881 

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司－深

圳投控共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5,1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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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 38,74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740,200 

房志刚 35,129,140 人民币普通股 35,129,140 

刘磅 32,764,258 人民币普通股 32,764,258 

贾虹 27,2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50,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229,067 人民币普通股 19,229,067 

李葛卫 13,000,321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321 

刘平昆 11,871,033 人民币普通股 11,871,033 

王丹宇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昌都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刘磅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理；贾虹女士曾任公司董事；房志刚先生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久信医疗创始人，曾任久信医疗总经理。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昌都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2,000,250 股股份；张慧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000,000 股股份；李葛卫通过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00,021 股

股份；刘平昆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7,411,9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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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持有待售资产 4,957,015.82 15,367,367.66 -67.7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上海沧洱

持有待售资产出售所致。 

使用权资产 3,065,583.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根据新租赁准则调整增加

的长期租赁资产。 

预收款项 3,331,462.25 2,518,425.57 32.28% 

主要原因是本期母公司预收房产处置

款、子公司达实信息预收租金增加所

致。 

租赁负债 2,790,726.85  100.00% 
主要原因是根据新租赁准则调整增加

的长期租赁应付租金。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17,423,290.31 438,692,564.21 40.74% 

主要原因是2020年第一季度，受突发

新冠疫情影响，公司部分项目进度受

阻，而本期在执行项目较多且进度正常

所致。 

营业成本 434,687,185.98 301,523,911.66 44.1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增

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2,488,456.46 955,979.21 160.3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子公司达

实信息、达实物联网、久信医疗缴纳的

城建税等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8,135,007.92 4,068,927.75 99.9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子公司达

实物联网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11,464.43 1,980,067.18 -100.58%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母公司根据联营

企业损益确认的投资收益较多。 

信用减值损失 6,984,818.40 513,972.21 1258.9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收回长账

龄款项较多，本期冲回坏账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21,113.61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合同资产

增加，对应计提的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800.00 -3,886.04 120.59%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子公司达实信息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4163.38元所致。 

营业外收入 668,454.69 77,004.71 768.0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收客户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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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金收入57.22万元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746.70 2,125,806.07 -99.02%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新冠疫情捐

赠支出较大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171,317.76 7,292,676.94 108.0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利润增加，计

提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580,123,608.49 305,172,915.20 90.1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和子公司

久信医疗收到的销售回款较多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9,858,183.49 9,049,150.97 229.9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收到退回

的票据保证金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28,507,772.40 17,212,039.93 65.63% 

主要原因是2020年公司利润增加，本

报告期支付的2020年第四季度企业所

得税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72,686,339.52 144,202,854.52 -49.59%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子公司达实租赁

投资款到期收回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27,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母公司收到转让

上海达实联欣的股权处置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169,349,161.64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母公司、子公司达

实物联网和久信医疗赎回的理财产品

较多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它

长期投资支付的

现金 

194,429,613.39 112,139,571.23 73.3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司洪泽湖达

实、桃江达实、淮南智慧医疗PPP项目

工程款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29,313.18 71,610,098.02 -97.72%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子公司达实租赁

投放融资保理款较多、母公司支付股权

投资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293,030,761.18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母公司、子公司达

实物联网和久信医疗购买理财产品较

多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4,015,300.00 32,763,500.00 -87.74%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子公司久信

医疗、洪泽湖达实、桃江达实少数股东

注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96,845,952.91 990,338,281.28 -80.12%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子公司达实信息

取得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43,513,486.82 819,835,531.76 -82.49%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子公司达实信息

偿还贷款6.26亿元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2,77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子公司洪泽湖达

实支付银团贷款服务费2277万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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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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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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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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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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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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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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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8 日 
公司 其他 其他 

投控资本 胡文杰、兴业证券 张

纯英、恒江联合投资 王荣、 吉

石资本 李吉、远东宏信 王达

龙、中肯私募 赵龙、赛马资本 

翁才金、兴业证券 张纯英、清

大股权投资 汪永俊、前海互兴

资本 陈宏亮 10人参与线下交

流。中金公司 詹奥博、方正证

券 唐大恒、中信兴业 高阳等59

人访问直播平台。 

公司基本情况及

战略规划等。 

《2021 年 1 月 8 日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刊登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

com.cn） 

2021年 03

月 08 日 
公司 其他 其他 

庄文、范宇堃、吴振余、卢丽萍、

郑小宁、贾超、卢锦朝等 10 人

参与线下交流。黄伟江、谢远、

门洪芳、朱留德、陈平川、唐大

公司基本情况及

财务状况等。 

《2021 年 3 月 8 日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刊登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动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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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彭沐沐等 126 人访问直播平

台。 

（http://irm.cninfo.

com.cn）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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