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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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臧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先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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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833,439.55 1,026,217,286.85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21,842,323.42 833,898,169.88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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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2,997.73 -16,478,503.3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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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96,459.53 24,154,414.84 17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055,846.46 -14,022,914.0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050,825.21 -15,223,524.2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6 -4.5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4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32.11 50.64 减少 18.5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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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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41.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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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476.1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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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2,728.5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293.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4,653.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209.95  

所得税影响额 -366,521.80  

合计 1,994,9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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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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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臧牧 52,096,834 39.07 52,096,834 52,096,834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安徽省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2,735,849 9.55 12,735,849 12,735,849 无 0 国有法人 

黄文平 8,141,509 6.11 8,141,509 8,141,509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家庭 3,754,717 2.82 3,754,717 3,754,717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桂林 3,018,868 2.26 3,018,868 3,018,868 无 0 境内自然人 

霍雪霏 2,264,151 1.70 2,264,151 2,264,151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合肥成泽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20,755 1.44 1,920,755 1,920,755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沈坚 1,886,793 1.42 1,886,793 1,886,793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广尧 1,886,793 1.42 1,886,793 1,886,79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

公司 
1,354,100 1.02 1,354,100 1,667,00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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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中所 819,702 人民币普通股 819,702 

章广谋 369,234 人民币普通股 369,234 

肖良平 332,904 人民币普通股 332,904 

李欣 308,704 人民币普通股 308,704 

曾君溢 273,565 人民币普通股 273,565 

杨凤华 271,296 人民币普通股 271,296 

汪文强 230,436 人民币普通股 230,436 

李文才 185,941 人民币普通股 185,941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九坤

策略精选 V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4,470 人民币普通股 184,470 

许建明 176,640 人民币普通股 176,6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臧牧先生持有合肥成泽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比例为 50.0982%。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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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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1,524,643.09 310,382,668.13 -83.40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11,740,607.52 280,179,940.86 82.65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6,202,661.80 11,210,925.64 44.53 
主要系信用等级较高的银

行票据结算货款增加所致 

存货 172,060,624.44 116,717,596.77 47.42 
主要系本期备货量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783,066.16 28,276.98 2669.27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79,823.60 254,954.76 48.98 

主要系确认权益法核算的

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

致 

使用权资产 2,320,499.55  不适用 
主要系2021年执行新租赁

准则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21,253.50 2,710,029.40 122.18 
主要系预付长期资产购置

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3,376,427.04 5,348,864.89 -36.88 
主要系使用票据结算货款

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70,835,672.77 45,040,678.53 57.27 
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预付

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946,760.08 29,838,446.34 -39.85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年终

奖导致余额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3,273,968.00 10,973,567.07 -70.16 
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和

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828,460.46  不适用 

主要系2021年执行新租赁

准则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9,208,637.46 5,855,288.21 57.27 
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预付

货款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1,278,906.38  不适用 
主要系2021年执行新租赁

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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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6,196,459.53 24,154,414.84 174.06 

主要系疫情不利影响减少

及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所致 

营业成本 31,343,083.38 10,964,237.77 185.87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导致

成本同时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827,477.33 388,551.62 112.96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导致

税金同时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27,098,116.87 14,193,688.66 90.92 
主要系疫情得到控制，加

大市场推广力度所致 

研发费用 21,255,939.06 12,231,973.80 73.77 

主要系为提升市场竞争力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所

致 

财务费用 -572,497.10 -79,512.44 不适用 
主要系银行存款利息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4,018,421.79 2,137,335.84 88.01 
主要系本期软件退税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807,597.39 60,150.69 2905.11 

主要系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 以 “-” 号 填

列） 

2,721,383.13 1,272,953.97 113.78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回款

较多，转回坏账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 以 “-” 号 填

列） 

-1,077,677.02 -401,342.97 不适用 

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

列） 

-126,560.0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出售固定资产

所致 

营业外收入 578,139.95 394,900.00 46.40 
主要系与日常活动无关的

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96,795.81 6,160.33 1471.28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95,781.23 -2,446,059.46 不适用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费用减

少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7,211,727.31 -41,073,096.40 不适用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62,425.68  不适用 

主要系收回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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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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臧牧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