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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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奕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坚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怀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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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383,355.43 1,079,960,399.27 7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318,567.56 -55,145,830.36 -16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360,132.86 -60,577,488.20 -12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2,423,979.22 -1,381,275,979.42 -2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0 -0.0945 -167.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0 -0.0945 -167.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1.3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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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8,475,828.05 8,715,629,599.90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33,382,767.88 4,189,444,543.8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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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9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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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9,089.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76,292.6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41,835.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24,670.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451,183.93  

合计 21,958,43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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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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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50% 154,551,95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67% 21,389,500 0   

维实（平潭）创

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 19,943,03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3% 14,774,504 0   

福建隽丰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 11,023,3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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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7,941,008 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朱雀产

业臻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5,474,390 0   

毛伟华 境内自然人 0.65% 3,806,187 0   

唐朝新 境内自然人 0.55% 3,228,50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全指通信

设备交易型开放

其他 0.53% 3,086,5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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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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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54,551,950 人民币普通股 154,551,9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38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89,500 

维实（平潭）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19,943,035 人民币普通股 19,943,03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774,504 人民币普通股 14,774,504 

福建隽丰投资有限公司 11,023,324 人民币普通股 11,0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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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1,008 人民币普通股 7,941,0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朱雀产

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74,390 人民币普通股 5,474,390 

毛伟华 3,806,187 人民币普通股 3,806,187 

唐朝新 3,228,509 人民币普通股 3,228,50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86,590 人民币普通股 3,086,5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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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伟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3,806,18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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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应收票据 105,780,371.36 179,713,117.61 -73,932,746.25 -41.14%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减

少41.14%，系本期主要子公司采

用应收票据结算的销售业务减少

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0,705,753.50 125,080,256.38 -114,374,502.88 -91.44%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减

少91.44%，系本期主要子公司采

用应收票据结算的销售业务减少

所致 

预付款项 166,790,165.07 89,152,060.08 77,638,104.99 87.09%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增

加87.09%，系受国际贸易摩擦影

响，公司采购战略原材料的预付

款增加 

合同资产 98,539,494.39 56,039,195.07 42,500,299.32 75.84%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增

加75.84%，系本期未完全履行完

合同全部履约义务，能无条件（即

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

货款的销售业务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01,075,091.65 43,683,242.96 57,391,848.69 131.38%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增

加131.38%，主要系本期末待抵

扣进项税款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172,933,153.87   172,933,153.87 -- 系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经营租赁

的使用权资产 

开发支出 36,649,653.37 25,590,396.03 11,059,257.34 43.22%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增

加43.22%，系本期子公司资本化

的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短期借款 963,952,815.27 311,111,025.00 652,841,790.27 209.84%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增

加209.84%，系本期子公司短期

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362,562,927.98 233,247,926.45 129,315,001.53 55.44%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增

加55.44%，系本期子公司预收的

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673,855.94 472,193,322.29 -463,519,466.35 -98.16%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减

少98.16%，系本期发放上年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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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绩效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61,756,446.14 99,908,025.06 -38,151,578.92 -38.19%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减

少38.19%，系本期缴纳上年末计

提的增值税、附加税额和企业所

得税额等税金，余额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5,808,084.58   45,808,084.58 -- 系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一年内到

期的租赁负债 

租赁负债  123,624,958.70   123,624,958.70 -- 系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经营租赁

的租赁负债 

递延收益 33,145,400.00 49,745,400.00 -16,600,000.00 -33.37%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减

少33.37%，系本期子公司递延收

益结转损益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401.73 323,075.03 -327,476.76 -101.36% 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减

少101.36%，系本期外币财务报

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1,919,383,355.43 1,079,960,399.27 839,422,956.16 77.73%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77.73%，系上年一季度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本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了

有效控制，本年一季度公司经营

保持稳健成长态势，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营业成本 1,281,892,301.23 769,799,093.41 512,093,207.82 66.52%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66.52%，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对应的营业

成本大幅增长。 

税金及附加 8,726,002.59 4,166,877.98 4,559,124.61 109.41%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09.41%，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对应的营

业税金及附加大幅增长。 

销售费用 324,341,899.32 239,083,876.27 85,258,023.05 35.66%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5.66%，系本期公司经营保持稳

健成长态势，销售业务增加，销

售费用支出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87,941,755.58 65,264,242.71 22,677,512.87 34.75%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4.75%，系本期公司经营保持稳

健成长态势，费用支出相应增加 

研发费用 305,569,994.75 227,677,699.41 77,892,295.34 34.21%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4.21%，系本期公司经营保持稳

健成长态势，研发投入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 -1,403,293.94 -7,551,597.31 6,148,303.37 -81.42%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增加的原因：

（1）本期的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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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2）本期子公司短期借款

增加，利息净支出增加；（3）因

执行新租赁准则，本期租赁资产

融资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85,333,642.10 52,405,644.08 32,927,998.02 62.83%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62.83%，原因：（1）本报告期

政府补助收益增加；（2）本报告

期软件退税增加 

投资收益 8,826,207.70 3,979,441.77 4,846,765.93 121.80%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21.80%，系本期联营企业投资

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461,770.71 -3,130,998.85 -2,330,771.86 74.44% 本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增加，系

本期计提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614,759.21 131,326.16 -10,746,085.37 -8182.75% 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系

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706,741.98 952,783.44 2,753,958.54 289.04%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

加，系本期其他偶然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98,111.92 2,636,555.16 -1,438,443.24 -54.56% 本报告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

少，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和

捐赠支出均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9,897,384.64 -339,446,555.28 249,549,170.64 -73.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上年增加，系上年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较大：（1）上年同期公司购

买办公楼等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

较本期增加；（2）上年同期有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现金支出，而

本期没有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7,562,752.89 367,999,119.24 269,563,633.65 73.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上年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短

期银行借款筹资净流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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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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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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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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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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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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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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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