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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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罗瑞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聂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蔡伟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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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3,747,395.24 332,725,351.65 332,725,351.65 -7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28,252.11 109,164,017.94 109,164,017.94 -10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608,194.40 106,197,744.03 106,197,744.03 -10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031,806.41 -204,275,666.36 -204,275,666.36 -73.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93 0.62 -103.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92 0.61 -103.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5.55% 5.55% -5.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835,390,830.80 2,896,549,718.88 2,896,549,718.88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71,352,976.15 2,370,538,863.60 2,370,538,863.60 0.03% 

其他原因的具体内容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0 年 7 月 3 日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完毕，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以及稀释每股收益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后的股份数量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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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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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9,466.58 研发项目补助及其他补助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5,2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51,3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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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5,403,361.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23,419.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4,179,94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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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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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敏行电子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95% 30,615,600 0   

刘咏平 境内自然人 6.97% 12,596,800 9,447,600 质押 910,714 

杨成 境内自然人 5.15% 9,305,950 6,979,462 质押 1,950,000 

罗瑞发 境内自然人 4.52% 8,158,450 6,118,837 质押 5,780,000 

王明宽 境内自然人 4.48% 8,097,300 0 质押 3,220,000 

王丽娟 境内自然人 4.28% 7,724,650 0   

李娜 境内自然人 3.15% 5,690,700 0 质押 4,710,000 

蔡福春 境内自然人 1.32% 2,375,700 1,781,775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1,884,93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5% 1,530,62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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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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 30,6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15,600 

王明宽 8,097,300 人民币普通股 8,097,300 

王丽娟 7,724,650 人民币普通股 7,724,650 

李娜 5,690,700 人民币普通股 5,690,700 

刘咏平 3,14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9,200 

杨成 2,326,488 人民币普通股 2,326,488 

罗瑞发 2,039,613 人民币普通股 2,039,6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884,935 人民币普通股 1,884,93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30,627 人民币普通股 1,530,627 

钟勇 1,1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罗瑞发为股东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法定代表人，持有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 94%的股份，两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股东

王明宽与李娜系夫妻，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提及的情况外，公

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中公司无法判断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普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无法判断他们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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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数 上年度末数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7,442,063.78       5,394,800.72  223.31%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采购款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65,100,726.42      16,867,700.40  285.95% 主要系公司对山东高速信联支付有

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在本报告期满足

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转入所致。 

在建工程     10,242,992.19       4,415,541.10  131.98%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信息化项目投

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809,055.77       82,899,214.81   -83.34% 主要系公司对山东高速信联支付有

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在本报告期满足

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转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530,739.09      34,219,291.19  -66.3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度计提的

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1,676,446.22      55,346,152.70  -60.83% 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年初应交税

费，而本期末计提税金下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309,935.2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

则所致。 

租赁负债     25,703,343.44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开始执行新租赁准

则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3,747,395.24   332,725,351.65  -77.84%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产品销售

确认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42,213,892.86   150,805,753.48  -72.01%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

减少，对应的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所致。 

税金及附加    2,738,592.31       483,257.40  466.69%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的附加税

同比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3,849,540.66    23,565,363.04  -41.23% 主要系本报告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189,856.35    -4,776,614.12  75.09%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4,826,719.00    22,601,883.36  -34.40% 主要系本报告期软件退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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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5,092,981.89        44,860.46  11252.94% 主要系本报告期联营企业实现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5,122,271.15    -4,267,763.7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历史款收回，计

提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34,041.88      -270,865.7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

转销所致。 

营业外支出    2,687,193.63       135,000.00  1890.51% 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滞纳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597,755.11    18,035,612.89  -96.69%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

减少所致。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3,428,324.07   108,672,263.96  -103.15%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

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428,252.11   109,164,017.94  -103.14%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

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71.96      -491,753.98  99.99% 主要系本报告期前子公司伟龙

金溢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62  -103.09% 主要系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02             0.61  -103.12% 主要系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130,423,039.06   219,402,836.63  -40.56%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客户货款

同比减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7,107,252.42    43,983,836.59  -83.8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软件退

税款同比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2,335,748.21     7,734,073.28  188.8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其他政

府补助同比增加以及银行存款

解冻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84,220,500.31   215,232,952.73  -60.87%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原材料付

现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63,990,782.17   102,023,041.64  -37.28%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职工薪

酬同比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0,536,201.32   131,751,653.29  -69.23% 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的各项税

金同比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1,661,207.34     7,741,858.86  50.6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购建长期

资产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0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789,405.5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开始执行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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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 赁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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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参与信联支付混改增资事项进展 

2021 年 02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五）》（公告编号：

2021-005） 

2021 年 02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六）》（公告编号：

2021-007） 

大股东刘咏平减持计划时间期限届满 2021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大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2） 

大股东敏行电子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

且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过半 
2021 年 03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

公告》和《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2021-011） 

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王明宽、李娜合计

补充质押 150 万股 

2021 年 02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4） 

2021 年 02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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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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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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深圳市金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通行宝智慧

交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ETC 电子标签 457,800,000 
合同约定的供货

义务已完成 

本期确认收入 0

万元，累计确认

收入 40,513.27

万元 

434,910,000.00 

深圳市金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信联支

付有限公司、山

东高速信联科技

有限公司 

蓝牙 ETC 车载电

子标签（OBU） 
692,850,000 

信联支付与公司

就协议履行过程

中供货完成情况

进行核对，双方确

认公司有85.63万

台 OBU 的供货时

间晚于协议约定

时间。根据公司与

信联支付签订的

协议，针对供货逾

期公司应向信联

支付违约金

4,281.50 万元。 

本期确认收入 0

万元，累计确认

收入 61,314.16

万元 

615,392,500.00 

深圳市金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联网高速公

路相关各路（桥）

公司 

ETC 门架系统及

车道RSU天线及

控制系统设备 

262,240,200 
合同约定的供货

义务已完成 

本期确认收入

23,141.43 万元，

累计确认收入

23,207.10 万元 

254,372,994.00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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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0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各类投资者 

公司基本情况

介绍及投资者

关注问题回复，

未提供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金

溢科技:2021 年 02 月

0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21 年 03 月 0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各类投资者 

公司基本情况

介绍及投资者

关注问题回复，

未提供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金

溢科技:2021 年 03 月

0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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