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0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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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顾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志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吴䶮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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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5,551,329.02 2,619,132,065.22 9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6,391,013.92 201,329,785.72 1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3,587,709.03 179,922,628.93 135.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0,126,090.23 634,985,494.48 -46.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0 0.0445 131.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0 0.0445 13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 2.0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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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4,063,880.60 26,552,703,369.63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69,478,385.76 11,396,211,070.17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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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4.6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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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22,6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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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06,6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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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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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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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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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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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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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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4,391.2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29,206.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91,802.49  

合计 42,803,30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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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收入退税款 41,496,444.79 

根据财税发〔2000〕25 号及深国税发〔2000〕577 号文件，本公

司享受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公司收到

的软件收入退税款与主营业务密切相关、金额可确定，且能够持

续取得，体现公司正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因此属于经常性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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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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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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兆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50% 2,467,187,727 0 质押 417,760,000 

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2% 286,276,900 0   

南昌市兆鑫商贸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46,711,53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8% 44,234,096 0   

王立群 境内自然人 0.90% 40,747,045 0   

北京国美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37,742,376 0 质押 37,742,376 

上海宁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宁

泉致远58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23,091,168 0   

上海宁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宁

泉致远39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20,156,472 0   

全劲松 境内自然人 0.41% 18,687,740 14,015,805   

康健 境内自然人 0.41% 18,687,738 14,01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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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467,187,727 人民币普通股 2,467,187,727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86,27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276,900 

南昌市兆鑫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6,711,537 人民币普通股 46,711,53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4,234,096 人民币普通股 44,234,096 

王立群 40,747,045 人民币普通股 40,747,045 

北京国美咨询有限公司 37,742,376 人民币普通股 37,742,376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 23,091,168 人民币普通股 23,09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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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致远 5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

泉致远 3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156,472 人民币普通股 20,156,472 

陆燕荣 18,432,650 人民币普通股 18,432,650 

#周文祥 16,210,101 人民币普通股 16,210,1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全劲松、康健为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根据其出具的《非

一致行动人的说明》，除顾伟和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外，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劲松、康健

相互之间非一致行动人。2、陆燕荣与南昌市兆鑫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姚向荣为夫妻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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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 10 名股东中周文祥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6,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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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6,560.47万元，增长48.4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预付固定资产款和工

程款增加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5,664.87万元，下降36.3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薪酬所致； 

3.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6,352.46万元，下降50.7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缴纳税款所致； 

4.递延收益较年初增加60,165.15万元，增长283.4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5.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年初增加687.63万元，增长2,032.9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汇率波动所致； 

6.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261,641.93万元，增长99.9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订单增加及去年

同期受疫情影响所致； 

7.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230,442.03万元，增长107.9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8.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1,189.34万元，增长83.7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加，增值

税税费增加所致；  

9.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4,155.86万元，增长60.4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0.其它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2,684.06万元，增长46.13%，主要原因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1.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650.87万元，下降184.22%，主要原因系应收款项收回，减少坏账准

备所致； 

12. 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319.59万元，下降95.64%，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因疫情捐赠支出增加

所致； 

13.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631.93万元，增长87.2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长，利润

增加所致；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29,485.94 万元，下降46.4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购买原材料增加所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32,408.98 万元，增长35.4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支付设备款减少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55,580.66 万元，增长117.82%，主要原因系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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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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有关公司股东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

公司的减持进展 
2021 年 01 月 30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

达 1%暨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4）。 

公司董事康健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

届满 
2021 年 03 月 25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

于董事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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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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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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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92,234.12 -- 122,978.82 61,489.41 增长 50.00% -- 1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37 -- 0.2716 0.1358 增长 50.00% -- 10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加大产品推广力度，订单数量同比上升，总体经营情

况良好。同时，公司积极应对原材料变化，通过内部挖潜工艺降低成本，并根据市场情况调

整了部分产品价格，内外部积极协同确保公司盈利空间。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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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日 

深圳市龙岗区

南湾街道李朗

路一号兆驰创

新产业园 3号楼

6 楼 

实地调研 机构 

长盛基金：汤其

勇，中泓汇富：

余一奇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1 年 01月 22

日 

深圳市龙岗区

南湾街道李朗

路一号兆驰创

新产业园 3号楼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韩星

雨，融通基金：

林清源，南方基

金：张延闽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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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 录表 

2021 年 01月 26

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中邮创业基金：

周楠，中国人

保：于嘉馨，天

风证券：施嘉

鸿、樊夏俐等 77

名投资者。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1 年 03月 05

日 

深圳市龙岗区

南湾街道李朗

路一号兆驰创

新产业园 3号楼

6 楼 

实地调研 机构 

南方基金：李振

兴、陈思臻、雷

嘉源，兴证全球

基金：陈泓志，

国信证券：许

亮、简洁。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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