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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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维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秉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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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6,029,337.05 9,607,559,559.49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794,701,510.07 4,794,758,907.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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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03,843.58 32,947,375.75 4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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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545,517.70 926,988,418.87 -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4,401,994.52 259,207,133.70 -12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5,413,022.27 -152,548,153.34 57.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4 5.19 减少 6.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6 0.2359 -124.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6 0.2359 -1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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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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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999.5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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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5,9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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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7,475.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5,036.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818.68  

所得税影响额 -1,775,634.74  

合计 1,011,0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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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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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航 77,069,358 7.01 0 质押 77,069,358 
境内自然

人 

刘燕京 22,515,254 2.0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

人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

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基金－

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8,158,980 1.65 

0 未知 

0 

未知 

张仲华 
14,826,267 1.3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

人 

荆涛 
7,000,000 0.64 0 

未知 
0 境外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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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淑梅 
6,420,589 0.5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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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8,260 0.48 0 

未知 

0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4,548,320 0.41 0 

未知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4,548,320 0.41 0 

未知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4,548,320 0.41 0 

未知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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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航 77,069,358 人民币普通股 77,069,358 

刘燕京 22,515,254 人民币普通股 22,515,254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易方达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8,158,980 人民币普通股 18,158,980 

张仲华 14,826,267 人民币普通股 14,826,267 

荆涛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富淑梅 6,420,589 人民币普通股 6,42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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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8,260 人民币普通股 5,298,26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4,548,320 人民币普通股 4,548,32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548,320 人民币普通股 4,548,32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4,548,320 人民币普通股 4,548,3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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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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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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3/31 2021/1/1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14,342,597.75 8,772,851.91 5,569,745.84 63.49 主要系收到票据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527,977.02 121,368,502.82 -42,840,525.80 -35.30 主要系收回投资款所致 

应交税费 32,685,943.35 21,695,566.24 10,990,377.11 50.66 
主要系大陆业务收入增加应

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1,664,276.58 -129,352,238.62 47,687,962.04 -36.87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说明 

销售费用 44,317,281.79 64,440,662.52 -20,123,380.73 -31.23 
主要系本期 GD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内，费用较同期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53,573,765.72 119,018,412.28 -65,444,646.56 -54.99 
主要系本期 GD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内，费用较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6,012,758.34 28,092,516.69 -12,079,758.35 -43.00 
主要系本期 GD不再纳入合并

范围内，费用较同期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1,167,536.88 387,883.63 10,779,653.25 2,779.09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投资收益 -11,270,557.83 1,007,059,960.27 -1,018,330,518.10 -101.12 

主要系去年同期 GD公司分拆

上市确认相关投资收益对比

基数较大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399,176.47 -17,349,611.32 19,748,787.79 -113.83 
主要系本期收回前期应收款

项，转回相关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83,365.10 -22,226,056.25 20,642,691.15 -92.88 
主要系本期存货周转加快，存

货减值损失计提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521.82 12,521.82 -100.00 
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76,372.23 323,059.13 153,313.10 47.46 
主要系无法支付的款项较去

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1,336.16 62,207.55 -30,871.39 -49.63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217,492.51 333,563,554.70 -330,346,062.19 -99.04 
主要系去年同期 GD分拆上

市，所得税费用同期较大所致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1,503,843.58 32,947,375.75 138,556,467.83 420.54 

主要系本期经营资金周转效

率较前期提高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2,454,071.18 353,399,216.21 -425,853,287.39 -120.50 

主要系本期支付约 1.4亿元

用于增持子公司 ASL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817,614.68 -417,186,273.92 388,368,659.24 -93.09 

主要系本期归还借款金额变

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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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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1年1月发布临2021-002《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中提及公司收到参股

公司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凌微”）通知，泰凌微已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领取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泰凌微9.92%的股权。 

2、报告期内，公司经2021年3月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19日披露了临

2021-02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司拟以不超过10元/股的价格进

行股份回购，回购总金额为0.5亿元-1亿元，回购数量为500万股-1,0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0.91%，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就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公司已回购公司股份110万股，本次计划尚在有序

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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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维航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