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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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鲁国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符宇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安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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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49,663,656.00 35,041,538,711.86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510,962,559.13 11,472,428,105.6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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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258,058.19 -3,523,890,617.98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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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9,565,688.19 2,910,425,701.60 3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100,222.99 -190,236,950.14 11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136,164.05 -189,498,779.77 11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26% -1.67% 增加 1.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6 1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6 1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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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48.0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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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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6,0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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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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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1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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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04.40  

所得税影响额 -1,127,343.37  

合计 4,964,0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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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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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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494,097,741 42.23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1,309,941 1.82 0 无 0 其他 

常州行动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56,067 1.6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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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3,198 1.04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773,681 1.0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

司 
10,900,000 0.93 0 无 0 国有法人 

郑启安 8,435,300 0.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中证全

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4,696,358 0.40 0 无 0 其他 

陈伟平 3,550,0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

电信公司 
3,040,870 0.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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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94,097,741 人民币普通股 494,097,74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309,941 人民币普通股 21,309,941 

常州行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956,067 人民币普通股 18,95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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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3,198 人民币普通股 12,193,198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1,773,681 人民币普通股 11,773,681 

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司 10,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00,000 

郑启安 8,435,300 人民币普通股 8,43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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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4,696,358 人民币普通股 4,696,358 

陈伟平 3,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0,000 

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电信公司 3,040,870 人民币普通股 3,040,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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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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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57,102.53 397,011.90 -10.05% 主要是加大采购付款力度所致 

短期借款 179,871.57 47,899.47 275.52% 主要是新增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55,543.53 46,771.82 18.75% 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5,825.81 -352,389.06 38.75% 主要是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939.87 -8,547.82 -74.78% 主要是在建工程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9,605.91 223,877.43 -10.84% 主要是股份回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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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由于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发生和持续出现了重大

变化，继续实施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难以实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为充分

落实员工激励机制，保护员工、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根据《烽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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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

规定，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注销1,755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38,611,173股。本次

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4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公司

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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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国内外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影响，收入大幅下降。预计

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会大幅增长。 

 

 

 

 

 

 

 

公司名称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鲁国庆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