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3040 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2021-001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21]285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楚天龙”，股票代码“003040”，本次公开发行的7,839.3115

万股股票将于2021年3月22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

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

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

变化。 

三、本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本公司的财务

报表，包括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6月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审〔2020〕9508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计 139,727.77  149,901.28 144,568.43 141,794.04 

负债合计 41,796.33  51,066.94 52,921.28 61,516.53 

所有者权益合计 97,931.44  98,834.34 91,647.16 80,277.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98,226.11  98,955.60 91,326.20 79,500.3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46,076.15  118,209.97 101,093.32 93,680.06 

营业利润 3,844.34  13,890.52 7,332.11 11,356.25 

利润总额 3,718.94  13,931.02 6,739.30 11,325.49 

净利润 3,307.27  12,239.39 5,349.65 9,588.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80.69  12,681.60 5,805.85 10,121.98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10.39  647.70  10,521.69  24,641.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18.78  7,117.42 3,720.19 -29,017.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90.21  -8,857.97 -10,529.55 -12,714.89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8.99  -83.66  74.25  405.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490.81  -1,176.51 3,786.58 -16,685.50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1-6月

/2020-6-30 

2019年度

/2019-12-31 

2018年度

/2018-12-31 

2017年度

/2017-12-3

1 

流动比率（倍） 2.92  2.56  2.34  1.99  

速动比率（倍） 2.55  2.17  2.00  1.67  

资产负债率（合并） 29.91% 34.07% 36.61% 43.38% 



 

 

项目 
2020年1-6月

/2020-6-30 

2019年度

/2019-12-31 

2018年度

/2018-12-31 

2017年度

/2017-12-3

1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

资产的比例 
0.98% 1.24% 1.23% 2.09% 

存货周转率（次） 1.77  4.29 3.72 3.3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70  2.30 2.40 2.4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5,166.61  16,855.85  10,773.31  16,183.87  

利息保障倍数（倍） -14.15  -35.35  39.52  12.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股） 
-0.39  0.02 0.27 -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35  -0.03 0.1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3 0.16 -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6月30日。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

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未经审计，但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天健审

〔2021〕47号《审阅报告》。 

公司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资产总计 161,511.18  149,901.28  7.75% 

其中：流动资产 137,925.54  124,379.77  10.89% 

非流动资产 23,585.64  25,521.51  -7.59% 

负债合计 56,673.57  51,066.94  10.98% 

其中：流动负债 54,152.94  48,565.11  11.51% 

非流动负债 2,520.63  2,501.83  0.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4,837.61  98,834.34  6.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105,163.23  98,955.60  6.27% 



 

 

项  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权益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02,515.59  118,209.97  -13.28% 

营业成本 67,967.02  78,401.35  -13.31% 

营业利润 11,598.08  13,890.52  -16.50% 

利润总额 11,628.82  13,931.02  -16.53% 

净利润 10,213.44  12,239.39  -16.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417.81  12,681.60  -17.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9,268.96  11,948.85  -22.43%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03.97  647.70  5288.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7.73  7,117.42  -123.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9.74  -8,857.97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8.88  -83.66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987.62  -1,176.51  - 

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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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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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1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65.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9.91  



 

 

项  目 2020年度 

小计 1,386.29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210.10  

少数股东损益 27.3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148.8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61,511.18万元，较2019年末增加

7.75%；负债总额为56,673.57万元，较2019年末增加10.9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权益为105,163.23万元，较2019年末增加6.27%，主要系公司当期实现的净利润

导致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102,515.5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28%；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17.8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8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9,268.9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43%，主要原因系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客户需求有所下降，公司产品的销售与推广、客户开

发等市场活动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2020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4,903.97万元；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47.73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249.74万

元。 

公司2020年度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

1,148.84万元，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所致。 

（二）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515.5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9,268.96万元。2020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33.74%。 

公司是一家多领域高端智能卡及配套软件、智能终端设备、数字档案、应用

平台系统及安全解决方案的提供商。2020年度预计收入及净利润有所下降的主要

原因系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客户需求有所下降，公司产品的销售与推广、

客户开发等市场活动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影响。相较于上半

年，2020年下半年以来，公司经营业绩已有所改观。按产品结构来看，公司智能



 

 

终端及软件及服务产品的全年预计收入将实现同比增长，在手订单金额约1.8亿

元，在手订单充足；银行IC卡方面，9月至11月的发卡量已实现同比正增长；在

社保卡方面，公司已中标多个省份的社保卡项目。 

随着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阶段，各行业全面复工复

产，智能卡行业需求稳步回升，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相关不利因素已经发生

明显改善，预计未来将会逐步消除。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0年度，公司经营模式、主要生产用原材料、产品结构、核心人员、税收

政策等未发生重大变动，公司生产经营稳定，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四）2021年1-3月业绩预计 

经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1年1-3月营业收入为26,500.00-30,500.00万元，同

比增长39.16%-60.17%；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0.00-2,000.00万

元，较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30.21%-53.18%；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 司 所 有 者 的 净 利 润 为 1,350.00-1,650.00 万 元 ， 较 2020 年 同 期 增 长

32.38%-61.80%。2021年1-3月预计收入及净利润有所上升的主要原因系与去年同

期相比，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客户需求有所回升，公司产品

的销售与推广、客户开发等市场活动已逐步恢复正常。 

前述2021年1-3月业绩测算情况仅为公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

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社保行业和金融支付行业电子化趋势带来的风险 

社保和金融是智能卡产品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因此，智能卡行业与社保管理

服务模式和金融支付行业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在社保领域，2019年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应用工作的通知》，针

对电子社保卡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全国社保卡线上身份认证与支付结算服

务平台统一，实现签发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唯一映射、状态相同、功能相通，



 

 

尽管现阶段电子社保卡的推广仍需绑定实体社保卡，但青年人对电子社保卡的使

用偏好将逐步显现，实体卡的补卡、换卡频率或将有所降低。在金融支付领域，

互联网公司凭借其在移动支付领域的优势，逐渐抢占银行卡等传统支付手段的份

额，移动支付的发展与普及或将对智能卡产品带来一定冲击。综上，社保领域和

金融支付领域逐步数字化、电子化的发展趋势或将导致智能卡产品需求增长放

缓，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二）智能卡新兴应用领域发展不达预期的风险 

目前，我国智能卡主要应用于社保、金融及通信等行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配套服务体系。同时，智能卡在交通、教育、物联网等领域的应用正逐渐兴

起，为智能卡产品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行业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全新

的驱动力。公司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投入，在技术、产品、资质、客户

资源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但受行业整合、技术标准、配套政策、客户接受、产

品替代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兴领域的应用环境尚未完全成熟，市场发展及商业

化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如果智能卡应用领域的市

场发展速度低于预期，或者发展方向与公司规划存在偏差，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公司未来收入与利润规模的增长，对公司的业务发展潜力造成不利影响。 

（三）人工成本上升带来的利润下降的风险 

公司的各项业务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我国

各领域技术人才的人工成本显著上涨，将导致公司相关的人工成本逐渐增加。同

时，尽管公司生产自动化水平较高，但仍需要大量生产人员进行日常操作及设备

维护，也面临一定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考虑到公司目前有扩大经营规模、增加

研发技术人员的计划，如果公司不能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业务水平、提高产

品附加值等方式来降低成本，将会导致总体人工成本上升。因此，公司面临人工

成本上升带来的利润下降的风险。 

（四）技术泄密与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多项在行业内领先的核心技术，以及对新产品、新

技术的持续研发能力。因此，公司建立了健全的内部保密制度，同时通过员工持

股计划、申请专利及著作权保护等措施保护公司核心技术、保持核心人员的稳定



 

 

性。尽管公司核心技术保护体系完备，自设立以来也未出现技术泄密的情形，但

公司未来仍可能会面临行业竞争所带来的核心技术泄密、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五）土地房产权属瑕疵风险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拥有并使用的部分土地和房产未办理相关产权证

书，其中未取得产权证书的土地主要为位于东莞市凤岗镇竹尾田村易发工业区内

约4,000平方米土地，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2,921平方米，主要用

于日常办公、仓库、食堂等配套用途以及通信卡产品的生产制造。目前，公司能

够正常使用前述土地和房产，不存在权属争议或纠纷，且前述土地和房产未办理

权属证明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也未受到有权机关

就该等土地和房产针对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责令搬迁或强制拆除等决定。但不

排除未来该等土地和房产被有权机关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进行罚款、行政

处罚从而造成公司经济损失的风险。 

（六）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风险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造成下游市场开工率降低、物流渠道不

够畅通。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公司所涉产业链的整体影响尚难以准确估计，若疫

情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蔓延且持续较长时间，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主要包

括：（1）受隔离措施、交通管制等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公司原材料采购、销

售发货等环节物流有所迟滞；（2）若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公司下游客户对

智能卡的需求或将减少，公司产品推广、客户开发等市场活动将受到一定限制，

从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

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

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特此公告。 

 

                                              

2021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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