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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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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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7,052,377.81 3,156,091,286.66 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05,860,405.28 2,587,698,022.63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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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62,320.67 -52,798,660.7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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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540,610.52 274,564,000.97 11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055,574.17 72,969,203.55 19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556,306.97 70,470,276.66 201.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9 3.44 增加 4.6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0.32 19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4 0.32 193.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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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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639.5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1,155,7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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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543.3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8,824.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634.20  

小计 6,488,156.09  

所得税影响额 -988,888.89  

合计 5,499,2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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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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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红 66,545,460 28.75 66,545,4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辰 15,800,000 6.83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小丹 7,418,184 3.20 7,418,184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立宏 4,804,546 2.08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工道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鼎军安天下二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 1.81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741,511 1.62  无 0 未知 

冯建琼 3,689,825 1.59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000,082 1.30  无 0 未知 

刘亚平 2,962,327 1.28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大铜 2,902,607 1.25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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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刘辰 1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00,000 

杨立宏 4,804,546 人民币普通股 4,804,546 

北京工道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国鼎军安

天下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军工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741,511 人民币普通股 3,741,511 

冯建琼 3,689,825 人民币普通股 3,689,82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成长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82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82 

刘亚平 2,962,327 人民币普通股 2,962,327 

徐大铜 2,902,607 人民币普通股 2,902,607 

林锋 2,771,364 人民币普通股 2,771,364 

刘京 2,747,227 人民币普通股 2,747,2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郑红、郑小丹。郑红

与郑小丹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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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度末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年度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604,953,961.16 826,989,132.41 -26.85 注1 

交易性金融资产 88,308,164.38 57,960,000.00 52.36 注2 

应收账款 1,262,776,216.59 895,498,413.36 41.01 注3 

在建工程 132,400,204.92 104,441,493.47 26.77 注4 

使用权资产 3,388,247.44  不适用 注5 

短期借款 167,000,000.00 132,000,000.00 26.52 注6 

应付票据 92,010,706.46 117,355,221.15 -21.60 注7 

应付职工薪酬 43,830,167.61 71,535,310.48 -38.73 注8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 7 

 

应交税费 40,048,041.74 31,038,428.96 29.03 注9 

租赁负债 3,351,851.05  不适用 注10 

注 1：货币资金余额减少主要系当期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导致经营性资金占用增加较多、支付募投

项目款以及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 2：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当期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 3：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较多,主要由于公司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增加较多所

致，尤其以军工类客户为主的自产业务回款集中在第四季度，前三季度销售收入金额通常多于销

售回款金额，使得期末自产业务项下的应收账款余额较上年度末增加较多； 

注 4：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苏州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和直流滤波器项目持续投入导致工程余额不

断增加所致； 

注 5：使用权资产系公司经营租赁合同项下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包括首次执行新租赁

准则日租赁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以及租赁预付款金额； 

注 6：短期借款期末增加主要系公司当期业务规模增长较快所需流动资金较多，公司通过增加银

行借款进行适当补充所致； 

注 7：应付票据期末余额减少主要系公司当期兑付的银行承兑汇票超过因业务需要新开具的银行

承兑汇票所致； 

注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减少主要系公司当期支付了上年末余额中的 2020 年年度奖金所致； 

注 9：应交税费期末增加主要系公司 2021 年 3 月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较 2020 年 12 月增加较多，

计提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随之增加所致； 

注 10：租赁负债系公司本期末租赁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经营租赁付款额的现值。 

2.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592,540,610.52 274,564,000.97 115.81 注1 

营业成本 268,664,399.58 144,934,899.91 85.37 注2 

税金及附加 5,902,078.77 2,296,058.93 157.05 注3 

销售费用 12,738,575.14 15,894,263.87 -19.85 注4 

管理费用 24,693,297.54 19,258,881.36 28.22 注5 

研发费用 11,933,204.14 7,125,819.22 67.46 注6 

财务费用 -701,493.99 -2,865,758.33 不适用 注7 

其他收益 3,783,294.50 2,258,551.65 67.51 注8 

信用减值损失 -10,716,807.30 -4,299,647.38 不适用 注9 

资产减值损失 -4,556,317.88 -967,691.56 不适用 注10 

所得税费用 41,507,464.90 12,669,264.80 227.62 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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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公司本期自产业务实现收入 36,342.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8.88%，主要系军工行业延

续去年下半年的高景气度，下游客户需求持续旺盛所致；代理业务实现收入 22,873.76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71.51%，主要系公司与核心客户的合作范围扩大导致销售收入增长较多所致。自产业

务收入和代理业务收入的大幅增长，使得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15.81%； 

注 2：公司本期自产业务和代理业务毛利水平保持稳定，这也使得本期营业成本增长趋势与营业

收入基本一致，增速低于营业收入主要系成本水平相对较低的自产业务收入增速高于成本水平相

对较高的代理业务收入增速使得成本结构变化所致； 

注 3：税金及附加大幅增长主要系销售收入的较快增长导致公司缴纳的增值税大幅增加，导致以

其为缴纳基数的附加税随之大幅增加所致； 

注 4：销售费用减少主要系公司当期将依据销售收入计算的销售人员提成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

的运输费用计入公司营业成本项目，而上年同期该等费用在销售费用项目； 

注 5：管理费用增加主要系元六鸿远（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远苏州”）上年

底投入生产后办公楼折旧费用以及人工成本增加较多所致； 

注 6：研发费用增加较多主要系公司当期新增研发项目较多以及鸿远苏州投产后也开始了项目研

发工作，人工成本和直接投入费用随之大幅增加所致； 

注 7：财务费用净收益下降较多主要系公司当期利息费用随着银行借款增加而增加以及利息收入

随着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的下降而减少所致； 

注 8：其他收益增加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注 9：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系本期末应收账款余额随营业收入增长而大幅增加，

导致当期计提坏账损失金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所致； 

注 10：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系本期对预计可变现净值较低的原材料存货计提了

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注 11：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当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变动比例

（%） 

情况说

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062,320.67 -52,798,660.72 不适用 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603,711.14 134,890,481.10 -162.72 注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25,088.88 -23,098,007.20 不适用 注 3 

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主要系公司当期业务收入增长较快使

得经营性资金占用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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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出，主要系公司当期支付募投项目款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

以及对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入，主要系由于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需要增加银行借款补充

流动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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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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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红 

日期 2021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