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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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斌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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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404,544.28 2,072,461,930.55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0,416,396.45 1,813,125,786.80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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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935.43 -24,231,3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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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747,772.07 208,696,831.90 7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290,609.65 35,796,477.07 11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108,279.81 27,943,754.29 16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7 1.97 增加 2.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9.33 15.51 减少 6.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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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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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156.0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39,4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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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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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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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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01.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2,248.48  

所得税影响额 -403,160.88  

合计 2,182,3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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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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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一轻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301,025,030 32.50 0 0 无 0 国有法人 

郑建军 120,942,852 13.06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海宏 100,195,076 10.82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谭庆 79,767,624 8.61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雪理 79,767,624 8.61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玉岭 79,767,624 8.61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永恒 2,100,000 0.23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爱慕股份有限公

司 
1,932,908 0.21 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仟 1,831,596 0.20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宇 1,226,415 0.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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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01,025,030 人民币普通股 301,025,030 

郑建军 120,942,852 人民币普通股 120,942,852 

吴海宏 100,195,076 人民币普通股 100,195,076 

谭庆 79,767,624 人民币普通股 79,767,624 

孙雪理 79,767,624 人民币普通股 79,767,624 

赵玉岭 79,767,624 人民币普通股 79,767,624 

张永恒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1,932,908 人民币普通股 1,932,908 

张仟 1,831,596 人民币普通股 1,831,596 

张宇 1,226,415 人民币普通股 1,22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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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郑建军为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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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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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1年 3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变动率 说明 

应收账款 366,540,893.79 270,834,663.35 35.34% 销售增加及春节因素影响。 

预付款项 5,475,909.70 3,231,217.53 69.47% 
部分元器件缺货，需要预付

货款备货。 

在建工程 10,614,251.29 7,347,207.19 44.47% 诸暨办公场地装修。 

使用权资产 2,411,457.76 - 不适用 执行新的租赁准则。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81,541.65 4,919,613.46 -67.85% 部分资产预付款已入资产。 

应付账款 190,250,505.74 143,010,533.77 33.03% 
销售增长较快，增加原材料

储备，采购货物增加。 

合同负债 10,216,912.10 6,816,617.28 49.88% 预收货款未发货。 

其他流动负债 1,243,940.96 831,682.59 49.57% 合同负债相关增值税。 

租赁负债 2,538,394.17 - 不适用 执行新的租赁准则。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说明 

营业总收入 371,747,772.07 208,696,831.90 78.13% 
上期疫情影响业务量小，收

入较低。 

营业成本 224,715,840.45 114,793,973.91 95.76% 
上期疫情影响业务量小，成

本较低。 

财务费用 -1,932,428.14 -123,197.56 不适用 

原理财到期后未再续做，而

进行现金管理，导致利息收

入增加，投资收益减少。 

其他收益 8,845,731.15 3,193,681.21 176.98% 
收入增长导致的软件退税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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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603,966.67 2,227,425.46 -72.88% 

原理财到期后未再续做，而

进行现金管理，导致利息收

入增加，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30,960.92 -1,789,799.24 不适用 北京银行股价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63,600.40 -369,443.01 不适用 
本期单项计提减值的应收

款收回所致。 

营业外收入 523,438.33 8,038,881.42 -93.49% 政府一次性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69,224.21 598,944.72 -88.44% 
上期发生疫情捐赠支出，本

期无。 

所得税费用 14,044,127.13 8,088,087.49 73.64% 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26,935.43 -24,231,377.00 不适用 

销售收入增长导致回款同

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2,549,107.72 145,893,951.33 -136.02% 理财产品跨期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66,981.50 

 
不适用 

本期子公司分红给少数股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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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建军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