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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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姚朔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朔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梁美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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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42,310.13 534,420,305.80 8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8,589,062.29 663,428,466.20 -7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2,763,225.96 144,493,827.59 2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4,698,817.90 136,801,283.27 35.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59 1.6626 -7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64 1.6344 -7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9% 36.34%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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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3,549,693.19 3,886,358,589.27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38,265,936.57 2,060,002,721.01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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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0,008.78 本期处置非流动金融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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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7,121.15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2,452.62 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16.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32,159.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2,071.10  

合计 15,825,83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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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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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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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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朔斌 境内自然人 17.53% 70,502,252 52,876,689 质押 20,000,000 

姚晓丽 境内自然人 14.88% 59,852,252 0 质押 21,999,999 

姚文琛 境内自然人 8.64% 34,728,232 0 质押 4,600,000 

姚硕榆 境外自然人 8.47% 34,052,252 25,539,189   

李松 境内自然人 4.97% 19,972,303 0   

邱金兰 境内自然人 2.25% 9,058,869 0   

深圳市泰润海吉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泰润熹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9% 7,200,000 0   

邹应方 境内自然人 1.57% 6,333,758 154,000   

盛震 境内自然人 1.49% 6,000,063 0   

何朝军 境内自然人 0.95% 3,801,600 1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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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晓丽  59,852,252 人民币普通股 59,852,252 

姚文琛 34,728,232 人民币普通股 34,728,232 

李松 19,972,303 人民币普通股 19,972,303 

姚朔斌 17,625,563 人民币普通股 17,625,563 

邱金兰 9,058,869 人民币普通股 9,058,869 

姚硕榆 8,513,063 人民币普通股 8,513,063 

深圳市泰润海吉资产管理有限公 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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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泰润熹玥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邹应方 6,179,758 人民币普通股 6,179,758 

盛震 6,000,063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63 

孙冶 3,652,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姚文琛先生及配偶邱金兰女士、长子姚朔斌先生、次子姚硕榆先生、女儿姚

晓丽女士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与深圳市泰润海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润

熹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泰润 1 号基金”）互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

有公司 53.56%股份。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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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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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1-3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353,313,763.61        250,727,024.95  40.92% 报告期游戏板块及营销板块应收账

款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99,964,280.16         37,885,368.80  163.86% 报告期纸张价格涨幅较大公司为了

争取更优惠的价格预付了部分货

款。 

存货    179,913,634.91        271,168,462.92  -33.65% 报告期扑克牌销售大幅增长导致扑

克牌库存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11,131,667.60         25,952,257.92  -57.11% 报告期预缴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留

抵数额减少所致。 

使用权资产     40,254,770.15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影 

响所致。 

应付账款    103,246,874.00         73,617,704.54  40.25% 报告期营销板块采购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07,900.00            415,800.00  -50.00% 报告期末预收租金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7,673,589.69         68,053,341.92  -59.34% 上年期末计提年终奖报告期发放完

毕所致。 

应交税费     84,505,693.75         59,757,228.75  41.42% 报告期营收增加应交增值税及所得

税相应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25,169,965.27         45,063,937.50  177.76% 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贷款增

加所致。 

长期借款    135,183,562.50        215,307,465.27  -37.21% 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贷款增

加，将其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所致。 

租赁负债     41,254,775.68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影 

响所致。 

资本公积     30,625,901.73         21,702,041.77  41.12% 报告期内确认期权费用所致。 

库存股     42,327,339.10         12,319,302.77  243.59% 报告期公司进行了股份回购所致。 

营业收入    981,142,310.13        534,420,305.80  83.59% 公司2020年7月份收购芦鸣科技公

司88%股权将其纳入合并报表，上

年同期尚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及报

告期扑克牌板块收入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538,164,420.34        174,442,466.46  208.51% 公司2020年7月份收购芦鸣科技公

司88%股权将其纳入合并报表，上

年同期尚未将其纳入合并报表及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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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牌销售增长成本相应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5,634,109.72          3,494,822.73  61.21% 报告期应缴增值税增加导致应缴附

加税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49,053,941.07         23,394,131.28  109.68% 报告期公司管理人员增加导致工资

及办公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41,506,690.47         28,579,664.76  45.23% 报告期公司研发人员增加导致工资

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6,400,150.82         11,389,979.00  43.99% 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及进项税

加计抵减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9,474,373.07        502,811,745.93  -96.13% 去年同期公司会计核算变更，将持

有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

14.21%股权由长期股权投资转入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核算，原股权投

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

权益变动，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

时全部转入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019,998.80                        -100.00% 报告期公司处置细胞公司2%的股

权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24.63  -100.00% 去年同期报告期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335.18  -100.00% 去年同期取得固定资产转让净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收入          9,726.55              2,234.79  335.23% 报告期收到零星赔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29,242.63          2,000,303.83  -98.54% 上年同期公司捐款200万元支持湖

北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4,698,817.90        136,801,283.27  35.01% 报告期扑克牌板块业务增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711,252.15        -72,291,035.04  -201.96% 报告期收到处置细胞公司2%股权

处置款以及去年同期支付大鱼竞技

（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6%股

权尾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1,586,408.91         69,289,306.63  -261.04% 报告期归还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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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20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219 人调整至 217 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 571.5 万份调

整为 566.5 万份，公司授予 217 名激励对象共计 566.5 万份股票期权。2021年1月20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登记。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20年12月29日披露的《公司<2020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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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披露的《关于向2020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公告》和2021年1月21日披露的《关于2020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 

2、公司202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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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含）人民币3000万元，不超过（含）人民

币6000万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5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

司在回购股份的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后续员工

持股计划。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21年1月26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3、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

司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 2%股权的议案》。公司拟转让持有细胞公司的 2%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对应注册资

本 467.2678 万元），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细胞公司股权比例由 14.2119%减少

为12.2119%。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21年2月27日披露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2%股权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

公告 

2021 年 01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2020 年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

限公司 2%股权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21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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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含）人民币3000万元，不超过（含）人民

币6000万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5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

司在回购股份的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后续员工

持股计划。截至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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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为1,146,897股，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0.29%，最高成交价为27.9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5.07元/股，成交的总金额为30,001,978.99元（不含交易费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21年4月6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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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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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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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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 4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00 0 0 

合计 1,8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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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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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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