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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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继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继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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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880,958,247.82 3,963,830,284.34 3,963,830,284.34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731,875,012.85 2,703,533,566.03 2,703,533,566.03 1.0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839,761.07 34,438,432.47 34,438,432.47 -54.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73,941,862.35 188,145,706.87 188,145,706.87 -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311,568.25 28,242,753.75 28,242,753.75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6,125,287.1 24,998,011.37 24,998,011.37 4.5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4 1.25 - 

减少0.21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21 -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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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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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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778.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079.7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18,779.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7.9  

所得税影响额 -728,869.69  

合计 2,186,2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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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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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继胜 66,166,743 35.27 66,166,743 质押 9,613,947 境内自然人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680,000 8.3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陶安平 9,242,853 4.9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福弘（常州）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82,864 4.47 0 无 0 其他 

黄得云 8,179,486 4.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索军 6,819,018 3.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常州远为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032,120 1.08 2,032,120 无 0 其他 

常州创尔立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500,019 0.80 0 无 0 其他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1,450,000 0.77 0 无 0 其他 

江锦锋 1,122,483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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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80,000 

陶安平 9,242,853 人民币普通股 9,242,853 

福弘（常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82,864 人民币普通股 8,382,864 

黄得云 8,179,486 人民币普通股 8,17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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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军 6,819,018 人民币普通股 6,819,018 

常州创尔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00,019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19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0 

江锦锋 1,122,483 人民币普通股 1,122,483 

陆峰 1,05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3,700 

焦贵金 925,796 人民币普通股 925,7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孙继胜先生与常州远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 

2、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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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216,789,451.18 652,559,376.68 -66.78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

致。 

应收款项融资 100,000.00 1,669,879.56 -94.01% 主要系票据背书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419,935,623.76 -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24,588,670.95 8,727,592.95 181.73% 
主要系对芯片公司的投资所

致。 

预收款项 - 58,747,110.48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

致。 

合同负债 60,444,329.21 -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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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941,269.51 31,203,202.67 -42.50% 主要系支付年度奖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152,395.83 2,252,395.83 -46.46% 

主要系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银

行贷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44,641.99 478,779.72 55.53% 
主要系外币汇率折算差所

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553,273.55 3,250,507.04 -52.21% 
主要系售后维护费用减少所

致。 

管理费用 5,905,727.72 8,875,919.49 -33.46% 主要系差旅费用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4,411,507.67 3,207,307.72 37.55% 主要系增值税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18,779.74 719,204.04 138.98% 
主要系购买的理财产品利息

收入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34,299.57 - 100.00% 主要系新会计准则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630,167.56 -100.00% 主要系新会计准则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780.78 183,778.89 -87.06% 
主要系收到的违约赔偿金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76,860.53 4,550.64 1,589.00% 主要系捐赠抗疫物资所致。 

所得税费用 5,692,050.06 4,002,661.54 42.21% 主要系应纳税额增加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

算差额 
265,862.27 -72,404.35 -467.19 主要系外币汇率折算差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839,761.07 34,438,432.47 -54.01% 

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上涨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625,022.00 -404,085,999.13 -86.48% 

主要系闲置资金理财减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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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429,105.88 -2,828,318.04 374.81% 

主要系偿还银行短期借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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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继胜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