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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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大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慧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红

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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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605,382.84 1,055,984,640.45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3,085,574.38 930,459,183.87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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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7,807.74 -16,327,440.68 -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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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59,397.18 69,685,426.91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1,374.91 3,682,631.22 -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1,588.86 680,880.85 -41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42 
减少 0.0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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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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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8,0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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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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9,550.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2,494.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017.71  

所得税影响额 -949,135.75  

合计 5,502,9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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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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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大红 56,603,232 38.02  质押 13,130,000 境内自然人 

葛苏徽 10,037,160 6.74  无  境内自然人 

颜天信 9,913,680 6.66  无  境内自然人 

唐麟 8,996,400 6.04  质押 2,452,8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5,468,400 3.6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656,960 3.1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郭芃 3,173,200 2.13  无  境内自然人 

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109,800 1.4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舟山精恒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9,360 1.2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建同 1,209,456 0.8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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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大红 56,603,232 人民币普通股 56,603,232 

葛苏徽 10,037,160 人民币普通股 10,037,160 

颜天信 9,913,680 人民币普通股 9,913,680 

唐麟 8,996,400 人民币普通股 8,996,400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468,4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8,400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56,960 人民币普通股 4,65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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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芃 3,17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3,200 

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9,800 

舟山精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09,360 人民币普通股 1,909,360 

吴建同 1,209,456 人民币普通股 1,209,4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5%的股权；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

股设立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比例为

2.96%，宁波海达鼎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宁波海达鼎兴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托管人，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宁波海达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股东，

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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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9,578,321.27 6,852,462.39 39.78% 
主要原因系公司预付材料款

等尚未到货结算所致。 

其他应收款 6,114,054.26 13,443,278.06 -54.52% 

主要原因系本期竞得土地，

期初土地竞拍保证金转做土

地款计入无形资产所致。 

合同资产 2,823,355.09 — 100.00% 

主要原因系根据新收入准

则，应收客户质保金在合同

资产项目列示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63,362.52 321,877.17 230.36% 
主要原因系本期待抵扣的进

项税额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7,719,307.46 5,854,370.06 202.67% 

主要原因系本期投资合肥原

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1,200万元，金额较大

所致。 

无形资产 98,884,472.86 41,124,285.24 140.45% 
主要原因系本期竞得土地使

用权金额较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608,155.35 2,472,832.00 490.75%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合肥正远

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竞得

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本

期预付购买款金额较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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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预收款项 — 21,423,569.25 -100.00% 

主要原因系根据新收入准

则，预收客户款项在合同负

债项目列示所致。 

合同负债 28,801,991.84 — 100.00% 

主要原因系根据新收入准

则，预收客户款项在合同负

债项目列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931,158.98 17,888,907.53 -38.89% 

主要原因系上年计提的销售

提成、年终奖金在本期发放

所致。 

应交税费 1,531,751.38 2,932,378.99 -47.76% 

主要原因系增值税进项税额

增加，期末应交增值税下降，

以及期末应交增值税及城建

税等附加税下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98,783.84 -493,848.06 -162.99% 
主要原因系计算本期外币报

表折算差额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8,858,963.26 6,132,836.49 44.45% 

主要原因系管理人员工资增

加以及子公司管理费用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2,830,410.11 2,148,747.62 -231.72%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汇兑收

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290,526.15 120,744.99 968.80%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软件

退税金额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996,696.33 — 10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按公允价值

确认的理财产品收益金额较

大所致。 

营业外收入 3,401,497.00 700,000.00 385.93%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797,807.74 -16,327,440.68 45.75% 

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材料款

金额较大及支付员工工资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474,553.97 -161,169,605.32 -95.98% 

主要原因系收回理财产品金

额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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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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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大红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