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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1-066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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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琴、邹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邹崚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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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35,659,639.81 228,552,744.06 459,524,086.72 3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700,744.47 14,002,033.57 14,701,606.19 12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915,776.81 7,898,139.25 8,597,711.87 15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923,177.60 -22,241,288.96 -19,914,025.90 245.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0.0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0.02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0.87% 0.87%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847,510,761.76 3,957,278,554.79 5,684,821,590.25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2,840,403.00 1,626,225,176.16 1,738,952,986.9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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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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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5,837.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7,451.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73,940.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5,057.41  

合计 10,784,96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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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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8[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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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派雷斯特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4% 254,894,742 0 质押 56,201,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18% 127,569,251 0   

吴波 境内自然人 15.07% 126,600,000 94,950,000 质押 23,474,000 

南京埃斯顿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8% 41,884,7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1.90% 16,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军工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2% 11,065,351 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1% 11,0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

发成长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3% 9,500,0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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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境外法人 1.10% 9,217,883 0   

南京埃斯顿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6,72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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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254,894,742 人民币普通股 254,894,7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7,569,251 人民币普通股 127,569,251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41,8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84,700 

吴波 31,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军工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65,351 人民币普通股 11,065,351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500,054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54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9,217,883 人民币普通股 9,217,883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7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吴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26,6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5.07%，

与吴波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派雷斯特持有公司 254,894,74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30.34%。吴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派雷斯特合计持有公司 381,494,742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5.41%.（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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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登记结算下发的前 200 名证券持有人名册（未合并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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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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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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308,971.27  

        

58,527,534.31  

-63.5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期初资金现金管理理财到期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664,463.01  

        

12,166,003.03  

102.7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新厂区基建支出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80,292,840.08  

      

281,652,903.19  

-35.9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贷款到期偿还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35,659,639.81  

     

459,524,086.72  

 

38.3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两大核心业务订单增长所致，

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系统同比增长84.58%，工

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同比增长29.10%，其中机器

人本体业务同比增长91%； 

营业成本         

416,657,153.96  

     

301,022,932.13  

38.4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两大核心业务订单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2,307,923.56  

            

878,584.52  

162.6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订单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60,399,650.40  

       

46,415,993.21  

30.1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长引起的差旅等相关

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42,180,482.15  

       

23,871,419.61  

76.7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8,683,140.52  

       

15,294,093.74  

-156.7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前期未实现汇兑损失转回所

致； 

其他收益           

10,209,414.80  

         

5,888,281.69  

73.3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收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90,068.44  

       

19,208,241.86  

-107.76% 主要系上期公司参股公司收益及已到期闲置资金理

财收益较高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9,745.90  

            

877,953.46  

-76.1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211,244.72  

         

1,081,608.55  

196.9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回款力度所致； 

营业外收入             

8,026,074.44  

         

4,264,964.48  

88.1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5.5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增长导致所得税费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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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335.21  -5,226,279.28  长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923,177.60  

      

-19,914,025.90  

245.2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销售回款力度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73,876.37  

    

-164,820,894.53  

97.0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闲置资金现金管理支出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8,257,657.10  

     

166,288,094.22  

-70.9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偿还

到期贷款；同时上年同期公司为应对疫情进行备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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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04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033647&announ

cementTime=2021-01-04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2021 年 01 月 0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076751&announ

cementTime=2021-01-09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终止前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及撤回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终

止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鉴于目前相关监管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

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经公司与相

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论证后，决定终止前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公司将在修改和调整方案后重新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

等审议程序并尽快向中国证监会重新递交非公开发行的

申请材料。 

2021 年 01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115036&announ

cementTime=2021-01-16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2021 年 01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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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02747&announcementId=1209115032&announ

cementTime=2021-01-16 

关于子公司卡尔克鲁斯焊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三

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签署设备采购合同和服务合同的公

告 

2021 年 01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142915&announ

cementTime=2021-01-20 

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21 年 01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152539&announ

cementTime=2021-01-2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215412&announ

cementTime=2021-01-30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252399&announ

cementTime=2021-02-06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

理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287173&announ

cementTime=2021-02-22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309025&announ

cementTime=2021-02-26%2011:43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311336&announ

cementTime=2021-02-27 

关于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324516&announ

cementTime=2021-03-03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周爱林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371693&announ

cementTime=2021-03-12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1 年 03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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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02747&announcementId=1209371694&announ

cementTime=2021-03-12 

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2021 年 03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419103&announ

cementTime=2021-03-2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444944&announ

cementTime=2021-03-25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1 年 03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454248&announ

cementTime=2021-03-26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

02747&announcementId=1209473572&announ

cementTime=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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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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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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

确认的销售

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卡尔克鲁斯焊接

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三一重型装备有

限公司 
10,362.81 万元 10,362.81 万元 

尚未达到约定发货时

点，未确认收入 
0 0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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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 2,081.41 0 

合计 6,200 2,0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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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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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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麦格里资本机构分析师共 1 人 

公司经营状

况、发展战

略等相关交

流。 

https://view.officeapps.

live.com/op/view.aspx?

src=http%3A%2F%2Fs

tatic.cninfo.com.cn%2

Ffinalpage%2F2021-01

-05%2F1209048662.do

cx 

2021 年 01

月 1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华夏基金、野村资产、东证资管、长盛基金、惠

升基金、中信建投、中海基金、诺安基金、翀云

投资、趣时投资等机构分析师及投资者共 12 人 

公司介绍，

厂区参观以

及公司经营

状况、发展

战略等相关

交流。 

https://view.officeapps.

live.com/op/view.aspx?

src=http%3A%2F%2Fs

tatic.cninfo.com.cn%2

Ffinalpage%2F2021-01

-19%2F1209142919.do

cx 

2021 年 01

月 1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Avanda Investment Management、Baillie Gifford、

Balyasny Asset Management、BambuBlack、Bell 

Asset Management、Cathay Financial Holdings、

Chiral Global Investors、Edmond de Rothschild、

Elephas Investment Management、FountainCap、

Hel Ved Capital、Millennia Investment 

Management、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ecurity 

Fund、Overlook Investments、Principal Asset 

Management、TD Asset Management、TT 

International、UBP Asset Mgmt、UBS AG、UG 

Investment、Value Star Asset Management、Yiheng 

Capital、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ADIA)、

Dunhe International Asset Mgmt、Dymon Asia 

Capital、Fullerton Fund Management、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Green Court Capital 

Management、Indus Capital、JQ AssetManagement、

Korea Investment Management、Matthews Asia、

Sumitomo Mitsui DS Asset Management、Trivest、

WT Asset Management、UBS 等机构分析师及投

资者共 45 人 

公司介绍，

厂区参观以

及公司经营

状况、发展

战略等相关

交流。 

https://view.officeapps.

live.com/op/view.aspx?

src=http%3A%2F%2Fs

tatic.cninfo.com.cn%2

Ffinalpage%2F2021-01

-19%2F1209142919.do

cx 

2021 年 01

月 2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农银汇理等机构分析师及投资者共 2

人 

公司经营状

况、发展战

略等相关交

https://view.officeapps.

live.com/op/view.aspx?

src=http%3A%2F%2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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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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tatic.cninfo.com.cn%2

Ffinalpage%2F2021-01

-25%2F1209188471.do

cx 

2021 年 01

月 22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民生证券、工银安盛资管、汐泰投资

等机构分析师及投资者共 4 人 

公司经营状

况、发展战

略等相关交

流。 

https://view.officeapps.

live.com/op/view.aspx?

src=http%3A%2F%2Fs

tatic.cninfo.com.cn%2

Ffinalpage%2F2021-01

-25%2F1209188471.do

cx 

2021 年 02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Coreview Capital 机构投资者共 1 人 

公司经营状

况、发展战

略等相关交

流。 

http://static.cninfo.com.

cn/finalpage/2021-02-2

2/1209291060.PDF 

2021 年 03

月 10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国泰基金机构投资者共 1 人 

公司经营状

况、发展战

略等相关交

流。 

http://static.cninfo.com.

cn/finalpage/2021-03-1

2/1209376443.PDF 

2021 年 03

月 18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Janus Henderson 机构投资者共 1 人 

公司介绍，

厂区参观以

及公司经营

状况、发展

战略等相关

交流。 

http://static.cninfo.com.

cn/finalpage/2021-03-2

2/1209425195.PDF 

2021 年 03

月 30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嘉实基金机构分析师及投资者共 3 人 

公司介绍，

厂区参观以

及公司经营

状况、发展

战略等相关

交流。 

http://static.cninfo.com.

cn/finalpage/2021-04-0

1/1209614782.PDF 

2021 年 03

月 30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信达证券、 国任财产保险、 中庚基金等机构分

析师及投资者共 4 人 

公司介绍，

厂区参观以

及公司经营

状况、发展

战略等相关

交流。 

http://static.cninfo.com.

cn/finalpage/2021-04-0

1/12096147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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