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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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述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自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道

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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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9,279,105.43 18,357,445,724.02 1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399,007,248.25 9,889,074,607.01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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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685,261.41 572,569,553.19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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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306,161.61 3,071,837,888.45 4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44,348,535.67 339,269,165.27 6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58,220,722.67 342,748,701.29 62.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19 3.76 增加 1.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5 5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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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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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9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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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8,7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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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7,332.8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416,613.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70,325.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89,012.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611,102.77  

所得税影响额 -3,328,842.01  

合计 -13,872,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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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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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1,417,124 22.76 0 无  国有法人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344,021,882 15.01 0 无  国有法人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326,283,920 14.24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4,011,846 4.10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44,676,530 1.95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 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900,903 0.87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7,205,673 0.75 0 无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智造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295,568 0.54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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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高端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2,253,848 0.53 0 无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81,188 0.46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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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1,417,124 人民币普通股 521,417,124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344,021,882 人民币普通股 344,021,882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326,283,92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83,9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4,011,846 人民币普通股 94,011,84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676,530 人民币普通股 44,676,5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5G通信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900,903 人民币普通股 19,900,90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盘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20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7,205,67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智造优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2,295,568 人民币普通股 12,295,56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高端制造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253,848 人民币普通股 12,253,8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481,188 人民币普通股 10,481,1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国弘投资有

限公司和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均独立行使表决权，彼

此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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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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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末余额（元） 
增减比

例（％）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662,557,345.15  849,915,471.55  330.93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生益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募集

资金结余，以及本公司根据

日常经营需要增加货币资

金余额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65,802,388.2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陕西生

益科技有限公司国有土地

使用权被政府收储，转持有

待售资产所致。 

使用权资产 77,587,840.06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影响所致。 

合同负债 21,787,217.34  31,990,795.31  -31.90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

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期

预收销售商品货款，本期完

成收入确认所致。 

应交税费 166,092,989.28  125,481,110.89  32.36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及应交税费-企

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297,634.95  3,048,361.26  -57.43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

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期

预收销售商品货款，本期完

成收入确认，对应的待转销

项税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788,165,836.00  604,975,836.00  30.28  
主要系公司根据日常经营

需要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租赁负债 70,177,213.14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影响所致。 

资本公积 3,760,067,564.44  2,795,274,733.47  34.52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

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募集资金溢价所致。 

专项储备 422,449.06  203,107.06  107.99  

主要系本期下属公司汨罗

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

司提取专项储备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803,603,466.49  754,245,938.12  139.13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

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发行募集，股东权益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相应增加所

致。 

 

 

3.1.2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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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数(1-3 月)

（元） 

上年同期数(1-3月)

（元） 

增减比

例（％） 
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4,505,306,161.61  3,071,837,888.45  46.66  

主要系相比上年同期公司

覆铜板销售量增长、销售价

格提升所致。 

营业成本 3,246,187,409.09  2,189,655,842.39  48.25  

主要系本期原材料涨价，以

及覆铜板销量增加对应成

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9,086,143.75  15,861,849.28  83.37  

主要系本期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增加，对应的税金及

附加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19,431,415.61  158,383,410.40  38.54  

主要系随公司利润增加计

提奖金相应增加，以及随下

属公司江西生益科技有限

公司投产相应管理费用增

加等所致。 

投资收益 7,867,894.50  -625,907.65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下属联营企

业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本期盈利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8,173,226.00  -19,392,393.72  57.85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东莞生

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本期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3,928,363.09  -11,990,085.82  -182.97  

主要系本期公司应收账款

余额增加，相应计提坏账准

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423,009.60  -11,308,185.71  -160.19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

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期

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3,608,927.11  80,445.4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

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固定

资产处置发生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4,559.55  40,269.22  234.15  
主要系公司本期确认供应

商违约金形成收入等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0,071,669.14  61,789,586.14  61.96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总额

增加，相应增加计提所得税

费用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7 

 

项目 本期数(1-3月)（元） 
上年同期数(1-3

月)（元） 

增减比

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50,685,261.41  572,569,553.19  31.11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18,049,602.53  326,172,309.70  672.00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

司生益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收到募集资金款

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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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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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述峰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