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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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兴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静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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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779,122.00 7,307,845,415.08 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69,534,805.32 1,426,899,944.23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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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3,747.77 153,019,180.62 -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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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9,120,433.32 914,936,138.64 9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2,430,098.93 -61,622,5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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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32,608.71 -31,098,397.1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9284 -4.5193 增加 7.44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53 -0.196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53 -0.196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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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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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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0,645.35 主要系湛江德利公司当期确认政府补助

约 1696千元，东风延锋公司当期确认政

府补助约 2878千元，东风电驱动公司当

期确认政府补助约 584 千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5,019.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74,900.53  

所得税影响额 -758,234.87  

合计 2,597,4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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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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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

团)有限公司 
203,814,000 65 0 无 0 国有法人 

罗金苏 1,313,450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亚芬 868,600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启民 807,5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强 791,0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恩权 680,0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谷立志 563,879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梁彩华 540,0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季华兴 528,7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铁 438,700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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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203,8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814,000 

罗金苏 1,313,450 人民币普通股 1,313,450 

周亚芬 8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868,600 

胡启民 807,500 人民币普通股 807,500 

林强 7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1,000 

张恩权 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000 

谷立志 563,879 人民币普通股 563,879 

梁彩华 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 

季华兴 5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528,700 

孙铁 438,700 人民币普通股 4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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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及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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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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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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76,916,565.24 56,532,246.15 36.06%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东风延锋公司较期初增加2700万

其他应收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6,652,772.79 206,123,154.65 -33.70% 主要系支付了员工工资所致； 

 

 

3.1.2损益类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99,120,433.32 914,936,138.64 96.64%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入下滑很大。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体现为，下

属子公司湛江德利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约1.15亿，东风延锋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增加约4.4亿，东风电驱动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约1.57亿，东科克诺尔公司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约2.21亿。 

营业成本 1,553,250,559.32 807,122,696.75 92.44%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入下滑，成本相应减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

体现为，下属子公司湛江德利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加约0.94亿，东风延锋公司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约3.53亿，东风电驱动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加约1.34亿，东

科克诺尔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加约2.27亿。 

税金及附加 10,839,389.78 4,881,564.48 122.05%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入下滑很大，导致税金相应减少。本期较上期

增加主要体现为，下属子公司湛江德利公司税金同比增加约107万，东风延锋公

司税金同比增加约343万，东风电驱动公司税金同比增加约135万。 

销售费用 38,556,847.98 29,000,563.12 32.95%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费用支出大幅减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体现为，

下属子公司湛江德利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加约298万，东风延锋公司销售费用同

比增加约430万，东科克诺尔公司销售费用同比约增加400万。 

管理费用 80,364,624.74 60,560,759.34 32.70%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费用支出大幅减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体现为，

下属子公司湛江德利公司管理费用同比增加约203万，东风延锋公司管理费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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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加约1375万，东风电驱动公司管理费用同比增加约476万。 

研发费用 52,691,870.11 36,905,613.18 42.77%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费用支出大幅减少。本期较上期增加主要体现为，

下属子公司湛江德利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加约461万，东风延锋公司研发费用同

比增加757万，东风电驱动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加约372万。 

财务费用 3,392,972.24 1,141,147.80 197.33% 主要系东风电驱动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加约225万。 

其他收益 5,184,623.81 1,132,425.03 357.83%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湛江德利公司当期增加政府补助约138万，东风延锋公司当期

增加政府补助约245万； 

投资收益 23,799,037.70 1,226,177.38 1840.91%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参股公司收入利润下滑； 

信用减值损失 -4,013,308.52 -9,926,318.12 -59.57% 主要系本期东风延锋公司减少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约525万所致； 

营业外收入 87,756.95 9,979.99 779.33% 主要系制动公司增加营业外收入约6.15万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2,776.68 57,376,887.06 -99.82%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在营业外支出中确认了停工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838,187.04 7,051,223.50 67.89% 主要系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入大幅减少相应的税费减少。本期较上期增加

主要体现为，东风延锋公司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约224万，东风电驱动公司所得

税费用同比增加约3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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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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10月29日、2020年12月3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及第七次临时会

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经公司2020年12月21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向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东风马勒热系统有限公司

50%股权、上海弗列加滤清器有限公司50%股权、东风富士汤姆森调温器有限公司50%股权、上海东

森置业有限公司90%股权、东风佛吉亚（襄阳）排气系统有限公司50%股权、东风佛吉亚排气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50%股权、东风辉门（十堰）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40%股权、东风富奥泵业有限公

司30%股权、东风库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3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披露了《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2020年12月18日披露了《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2020年12月31日披露了《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告》、2021年1月27日披露了《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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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披露了《东

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价格的公告》、2021年3

月10日披露了《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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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披露了《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2020年3月30日披露了《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中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本次重组可能涉及的风

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均已在《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详细披露，本次重组能否顺利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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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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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兴林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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