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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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剑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俊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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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91,197,311.57 56,265,148,450.97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303,125,304.91 15,168,987,919.59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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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922,417.35 553,506,836.62 -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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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7,069,490.81 12,217,264,385.24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1,492,672.32 59,435,370.36 27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0,863,384.65 276,592,012.64 -12.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5 0.47 增加 0.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5 2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5 220.00 

2021 年全球汽车产业逐步复苏，截止一季度末，全球轻型汽车产量同比上升 14%，国内轻型

汽车产量同比上升 77%。公司在一季度实现营收人民币 123 亿元，同比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新

获订单超人民币 200亿元（全生命周期）；此外公司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全球芯片短缺的影响，

同时稳步推进安全业务整合的完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每股收益以及净资产收益率

同比上升。此外，公司继续加强销售回款，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归

还了有息负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到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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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在全球芯片短缺以及海外部分工厂受到疫情影响的背景下，本期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

币 123亿元。若不考虑均胜群英业务于 2021年的出表影响，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随着公司业务的整合效应逐步释放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大幅度上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全球供应链波动的背景

下公司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交付主机厂订单的交付提前储备部分库存导致经营现金流出同比增加。 

总资产：总资产略下降约 8.7 亿元，主要因公司偿还了部分有息负债，导致流动资产金额减少约

14.1 亿元。同时由于新租赁准则影响，确认租赁相关的所有权资产，非流动资产金额增加约 5.4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加主要是净利润增长所致。 

每股收益：每股收益增加主要是净利润增长所致。 

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的提高主要是净利润增长所致。 

公司预期，随着经济的复苏，新能源相关支持性的政策，有望抵消车用芯片短缺的影响，实

现整体业务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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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6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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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2,230.9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23,3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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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82,0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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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8,340.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4,083.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612,021.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767,994.74  

所得税影响额 -9,018,973.40  

合计 -19,370,7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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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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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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476,840,782 34.85 0 质押 318,383,996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8,250,658 7.18 0 无 0 其他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

山 1 号远望基金 

40,031,403 2.93 40,031,403 无 0 其他 

王剑峰 32,876,959 2.40 0 质押 30,500,000 
境内自

然人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31,467,463 2.30 0 质押 31,467,463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

向信托－万向信托－均胜

2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 

28,072,245 2.05 0 无 0 其他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27,838,907 2.03 27,838,827 无 0 
境外法

人 

中国人寿资管－中国银行

－国寿资产－PIPE2020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16,745,159 1.22 16,745,159 无 0 其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动力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727,939 0.78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产业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176,079 0.74 3,139,717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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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476,840,782 人民币普通股 476,840,78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8,250,658 人民币普通股 98,250,658 

王剑峰 32,876,959 人民币普通股 32,876,959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467,463 人民币普通股 31,467,463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万向

信托－均胜 2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28,072,245 人民币普通股 28,07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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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动力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727,939 人民币普通股 10,727,9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603,352 人民币普通股 9,603,352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万向

信托－均胜 1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8,948,526 人民币普通股 8,948,52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环保

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715,580 人民币普通股 7,715,5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剑峰先生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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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7,594,981,825.84 8,650,017,094.00 -12.20 

应收账款 7,310,882,716.22 6,829,704,233.23 7.05 

存货 6,639,579,668.86 6,330,342,922.39 4.88 

应付账款 7,891,425,838.98 8,029,709,245.80 -1.72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货币资金同比减少主要系公司偿还了部分有息负债所致。 

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同比增加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存货：存货增加主要系部分原材料受全球供应链波动价格调整，以及公司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主机

厂订单的交付提前储备的部分库存。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2,287,069,490.81 12,217,264,385.24 0.57 

营业成本 10,390,428,646.85 10,091,464,154.37 2.96 

销售费用 204,208,247.90 330,942,101.85 -38.29 

管理费用 734,479,240.34 816,960,883.15 -10.10 

研发费用 554,303,342.44 570,195,584.93 -2.79 

财务费用 110,365,514.81 302,704,402.49 -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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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营业收入：在全球芯片短缺以及海外部分工厂受到疫情影响的背景下，本期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

币123亿元。若不考虑均胜群英业务于2021年的出表影响，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上升7.5%。 

营业成本：营业成本增长主要系部分原材料受全球供应链波动价格调整以及按新收入准则要求将

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费重分类至营业成本所致。 

销售费用：销售费用减少主要是按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将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费重分类至营业成本

所致。 

管理费用：管理费用减少主要是重组整合费用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研发费用本期减少主要是均胜群英业务于2021年出表影响所致。目前公司安全、电子

智能座舱等在研项目保持稳定增长。 

财务费用：主要因本期公司偿还了部分有息负债，利息费用减少，同时主要币种汇率波动较大，

产生了汇兑收益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922,417.35 553,506,836.62 -37.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292,821.72 -1,014,802,228.46 -70.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8,308,381.31 -209,108,978.38 540.01 

其他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全球供应链波动的背景

下公司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主机厂订单的交付提前储备的部分库存导致经营现金流出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随着均胜安全全球整合

重组的接近尾声，全球经营场所的资源配置优化已经基本完成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季度公司偿还了部分有息负债，使得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继

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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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20年底汽车行业内芯片短缺问题出现以来，全球汽车市场目前共同面临着货源短缺以及

芯片价格上涨的挑战，部分原材料供应链出现较大波动。部分零部件供应商与整车企业均认为上

述情况在短期内仍有影响，最快可能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有所缓解。公司时刻高度关注上述事项

的发展，自该问题初现时便提前开展各项库存储备与动态调整工作。凭借与数家中高端主流整车

品牌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和渠道优势，公司在部分芯片相关产品供应链稳定性层面存在一定的优

势，在为整车客户带来高品质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也不会成为制约客户新产品落地的供应商与技术

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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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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全球汽车市场迎来“后疫情”时代，全球主要汽车市场尤其是国内

市场迎来业绩全面恢复期，全球疫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局部地区仍有疫情反复的持续情况发

生，可能会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订单获取与产品交付带来不利的影响。此外，业内芯片短缺的

情况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市场供需紧张的关系可能会持续到下半年。上述风险将给公司2021年

上半年的业绩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名称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