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04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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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邱醒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醒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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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70,932,287.48 860,866,476.10 2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1,414,455.29 39,192,890.95 15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528,798.15 34,764,111.88 21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7,549,303.58 157,920,245.83 -63.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3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1.37% 1.6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638,531,901.61 6,163,815,892.00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43,472,191.55 3,289,281,863.27 -1.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12,513,799.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798,6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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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234.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0,4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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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762,007.51  

合计 -8,114,342.8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6,2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邱醒亚 境内自然人 16.42% 244,376,552 202,581,678 质押 141,366,000 

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

公司－深圳投控共赢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4.99% 74,200,000    

晋宁 境内自然人 4.50% 66,902,828    

叶汉斌 境内自然人 4.25% 63,218,996    

张丽冰 境内自然人 2.84% 42,300,000    

#金宇星 境内自然人 1.86% 27,668,225    

#柳敏 境内自然人 1.75% 26,016,400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14,879,000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玖歌玖银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4% 14,002,352    

东莞市惠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惠丰牡丹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0% 7,4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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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司－深圳投

控共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200,000 

晋宁 66,902,828 人民币普通股 66,902,828 

叶汉斌 63,218,996 人民币普通股 63,218,996 

张丽冰 4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300,000 

邱醒亚 41,794,874 人民币普通股 41,794,874 

#金宇星 27,668,225 人民币普通股 27,668,225 

#柳敏 26,01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16,400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8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79,000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玖歌

玖银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002,352 人民币普通股 14,002,352 

东莞市惠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惠

丰牡丹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4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8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1.股东金宇星先生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713,968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20,954,25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7,668,225 股；                                                                                             

2.股东柳敏先生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934,05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7,082,35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6,016,400股；                                                                                          

3.股东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玖歌玖银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4,002,35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4,002,352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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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1,650,000.00 41,780,000.00 167.23% 
主要为本报告期末银行理财

产品余额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88,990,516.75 216,690,884.20 33.37% 
主要为本期建设中的基建工

程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29,894,626.07 - 100.00% 
主要为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

影响所致。 

短期借款 1,096,102,732.00 815,180,381.43 34.46% 
主要为本期向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6,798,892.84  58,055,360.50  32.29% 

主要为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

将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重

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375,297.34 1,173,108.15 102.48% 
主要为本期预收销货款所含

税额重分类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553,611,191.18 364,800,000.00 51.76% 
主要为本期向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租赁负债  16,033,070.17  - 100.00% 
主要为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

影响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5,358,349.20 3,864,533.71 38.65% 
主要为上期享受疫情期间房

产税减免政策影响。 

财务费用 15,889,380.38 9,709,906.10 63.64% 
主要为本期利息费用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7,992,833.51 -345,267.19 2214.97%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兴森股权

投资(广州)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确认的

投资损失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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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4,654,142.07 -1,602,896.76 190.36% 
主要为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

账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551,236.67 - 100.00% 
主要为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

益影响。 

营业外收入 1,173,443.09 -113,518.31 1133.70% 
主要为本期收到罚款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2,678,883.35 509,042.42 426.26% 
主要为本期对外捐赠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2,349,494.47  6,866,660.19  79.85% 
主要为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380,230.11 4,749,597.95 181.71% 

主要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款

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32,810,000.00 630,700,000.00 -31.38% 
主要为本期赎回银行理财产

品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6,503,204.17 3,249,303.55 407.90% 

主要为本期收到参股公司分

红款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2,991,867.61 907,500.00 229.68% 
主要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

回的现金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61,618,943.50 75,168,655.07 115.01% 
主要为本期支付固定资产款

项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29,870,000.00 634,000,000.00 -32.20% 
主要为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05,765,297.81 371,760,950.00 89.84% 
主要为本期向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3,859,395.37 6,950,055.81 99.41% 

主要为本期利息支付及现金

分红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1,868,644.29 63,255,207.33 140.09% 主要为本期股份回购影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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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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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8,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6,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 

截至2021年3月2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4,879,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0%，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9.6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14元/股，已支付

总金额为人民币140,577,994.0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

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根据公司审议批准并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15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6,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且回购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公司回购股份

数量已达到1%，本次回购实施完毕。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刚性电路板项目

投入金额为1,002.22万元。截止2021年3月31日，累计投入金额为9,129.08万元，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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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1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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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4,178 11,165 0 

合计 24,178 11,165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1年 01月

18 日 

广州黄埔区

科学城光谱

中路 33号子

公司广州兴

森快捷电路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泰证券、深

圳综彩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中

保投、新思哲 

一、参观公司展厅；

二、参观 IC封装基

板产线和高端样板

智能工厂；三、互

动交流环节（一）

2021年 1月 19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2021年

1月 18日投资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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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

司四楼会议

室 

公司发展历程介

绍；（二）、公司如

何看 2021年营收情

况；（三）、请问公

司如何判断 2021年

应用端领域行业市

场的需求；（四）、

公司如何看待国产

替代；（五）SMT工

厂波峰焊和回流焊

的情况 

系活动记录表》（编

号：2021-01-001） 

2021年 01月

20 日 

广州黄埔区

科学城光谱

中路 33号子

公司广州兴

森快捷电路

科技有限公

司四楼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德邦证券 

一、2020年整体经

营情况介绍；二、

PCB行业情况介绍；

三、IC封装基板业

务情况；四、半导

体测试板情况 

2021年 1月 21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2021年

1月 21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

号：2021-01-002） 

2021年 03月

03 日 
公司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T.RowePrice 

普信、Grand 

Aliance Asset 

Management

（浩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历程

介绍；二、IC封装

基板业务情况介

绍；三、如何看应

用端领域市场的需

求；四、与大基金

合作的半导体封装

产业项目情况介

绍；五、半导体测

试板业务情况介绍 

2021年 3月 3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2021年

3月 3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

号：2021-03-001） 

2021年 03月

04 日 
公司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民生证券、兴

业证券、财信

证券、同犇投

资、创金合信

基金、南方基

金、正圆投资、

九泰基金、兴

证全球基金、

长盛基金、红

塔红土基金、

平安基金 

一、公司发展历程

介绍；二、IC封装

基板业务情况介

绍；三、如何看应

用端领域市场的需

求；四、与大基金

合作的半导体封装

产业项目情况介

绍；五、半导体测

试板业务情况介

绍；六、原材料价

格上涨对公司的影

响 

2021年 3月 8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2021年

3月 4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二）（编号：

2021-03-003） 

2021年 03月 公司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财通基金、广 一、公司发展历程 2021年 3月 8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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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日 发证券、中欧

基金、上海青

沣资产管理中

心、国泰君安、

平安资管 

介绍；二、IC封装

基板业务情况介

绍；三、如何看应

用端领域市场的需

求；四、与大基金

合作的半导体封装

产业项目情况介

绍；五、半导体测

试板业务情况介

绍；六、后期资本

运作规划 

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2021年

3月 4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一）（编号：

2021-03-002） 

2021年 03月

12 日 
公司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天

风证券、创金

合信基金、个

人投资者 

一、公司发展历程

介绍；二、IC封装

基板业务情况介

绍；三、如何看应

用端领域市场的需

求；四、与大基金

合作的半导体封装

产业项目情况介

绍；五、半导体测

试板业务情况介

绍；六、原材料价

格上涨对公司的影

响 

2021年 3月 12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2021年

3月 12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

号：2021-03-004）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醒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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