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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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礼淦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碧霞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可欣女士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若出现总数与各

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等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公司指定披露信息的网站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指定披露信息的报刊为《证券时

报》。 



成长 长青 共利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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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485,424 1,363,278,032 1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3,923,414 162,451,125 3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9,807,523 149,253,855 33.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6,990,156 177,173,324 16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7 0.0970 3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3 0.0953 3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3.97% 增加 0.1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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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8,196,859 8,236,218,053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55,918,301 5,134,060,696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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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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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2,958 主要系因整体搬迁产生的昆

山厂建设工程递延收益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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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0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3,4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39,867  

合计 14,115,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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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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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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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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9.60%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2.85% 221,555,4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8% 113,400,4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78% 65,1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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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43,604,249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04% 18,010,23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11,153,6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8% 8,208,05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7,913,70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40% 6,9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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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337,999,943 人民币普通股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221,555,421 人民币普通股 221,555,4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3,400,428 人民币普通股 113,400,4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1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1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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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04,249 
人民币普通股 

43,604,249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18,010,239 
人民币普通股 

18,010,23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153,620 
人民币普通股 

11,153,6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8,208,055 
人民币普通股 

8,208,05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7,913,700 
人民币普通股 

7,913,70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6,903,4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3,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BIGGERING(BVI) HOLDINGS CO.,LTD.、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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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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 长青 共利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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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货币资金 1,305,789,823 694,405,553 88% 参见本表现金流量表项目差异原因。 

其他应收款 273,023,346 696,502,317 -61% 主要系：报告期末国债逆回购到期收回，同时未到期的保本固定收益存单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49,348,671 38,000,783 30% 主要系：报告期末留抵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41,462,677 107,805,087 31% 主要系：报告期末支付供应商的银行承兑汇票未到期所致。 

应交税费 73,982,201 124,188,040 -40% 主要系：报告期末应交所得税、增值税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税金及附加  15,725,905 7,693,853 104% 主要系：报告期预提保税电子账册核销对应的附加税。 

财务费用 -9,646,375 5,894,333 -264% 主要系：报告期利息收支净额及汇兑收益增加。 

投资收益 -3,730,895 1,172,046 -418%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的联营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8,796,960 1,745,205 404% 主要系：报告期转回的应收款项信用减值准备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7,643,688 -11,078,659 59%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增加。 

所得税费用 41,718,078 31,577,593 32% 主要系：报告期税前利润同比增长，应交所得税相应增加。 

净利润 213,923,414 162,451,125 32%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990,156 177,173,324 164%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0,972 94,770,154 -99%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投资理财金额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306,444 328,460,753 -59% 主要系：报告期偿还的短期借款同比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611,390,187 593,734,637 3% 参照上述现金流量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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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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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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报酬确定方式 
逾期未收回 

的金额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报告期损益实际

收回情况 

国债逆回购 348,860 7,500 保本固定收益  78.73 75.26 

银行理财产品 18,000 18,000 保本固定收益  66.15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型

结构性存款） 
36,000 36,000 保本浮动收益  119.78  

合计 402,860 61,500 - - 264.66 75.26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稳健

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国债逆回购的累计金额为348,860

万元，投资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累计金额为54,000万元。于2020年3月31日，以自有资金投资国债逆回购未到期本金为7,500

万元，投资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未到期本金为54,0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没有逾期未收回的投资理财本金和收益，无涉诉情

况，未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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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 长青 共利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 

联 

关 

系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

初

投

资

金

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光大银

行昆山

支行 

不
存
在
关
联
关
系 

否 

 

保
本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3,000 2020 年 01 月 14 日 2020 年 04 月 14 日  3,000   3,000 0.56% 23.74 

6,000 2020 年 03 月 06 日 2020 年 07 月 06 日  6,000   6,000 1.12% 16.04 

民生银

行昆山

支行 

 

10,000 2020 年 01 月 22 日 2020 年 04 月 22 日  10,000   10,000 1.87% 69 

10,000 2020 年 03 月 20 日 2020 年 04 月 29 日  10,000   10,000 1.87% 11 

7,000 2020 年 03 月 31 日 2020 年 06 月 30 日  7,000   7,000 1.31%  

中国工

商银行

昆山开

发区支

行 

远
期
结
售
汇 

名义本

金 1,700

万美元 

2020 年 01 月 22 日 2020 年 03 月 30 日       11.73 

合计 - -- -- - 36,000 - - 36,000 6.73% 131.51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报告期末不存在涉诉情况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8 年 03 月 22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8 年 04 月 25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

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

等） 

公司建立了完备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制度，报告期内远期结售汇业务遵循锁定汇率原则，非投机

性和套利性的操作，对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和其他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评估

和有效控制；公司制订远期的业务方案，规范履行审核、审批程序，严格按照审核后的方案操作。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

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

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

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

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按照相应的汇率或者利率变动来确定公允价值变动； 远期结售汇根据外部金融

机构的市场报价确定公允价值变动。 



成长 长青 共利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9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

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

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

明 

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

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

专项意见 

公司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以锁定成本、规避和防范汇率或利率风险为目的，并已制定严格的外汇

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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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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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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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20-0110-001 

公司就报告期内历次调研情况提交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参见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463)

或巨潮资讯网（http://irm.cninfo.com.cn）。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礼淦 

2020 年 4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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