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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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银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银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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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570,255.74 988,246,574.50 3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15,712,202.61 512,682,353.13 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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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52,885.48 15,778,846.24 -7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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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14,005.47 160,911,326.54 -2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633,019.08 15,441,187.96 -16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783,431.41 13,847,278.73 -177.8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3 3.55 减少 4.7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23 -147.8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23 -147.83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15.23 7.56 增加 7.6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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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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9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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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12.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607.77  

所得税影响额 -203,013.94  

合计 1,150,412.3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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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情况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5,375,438.35 10,000.00 
2753654.3

8% 

主要系本期新增结构化

存款所致 

预付款项 24,113,482.27 6,862,073.88 251.40% 
主要系本期加大主要原

材料备货所致 

存货 266,608,566.75 200,758,143.39 32.80% 

主要系考虑新冠疫情对

材料市场的影响，本期

加大主要物料备货所致 

其他应收款 19,739,832.63 14,348,592.84 37.57% 
主要系部份发行费用在

本期期末未收到进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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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04,856.57 4,851,907.22 50.56% 
主要系本期增加预付许

可使用费所致 

预收款项  3,095,062.52 -100.00% 
根据新收入准则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6,077,587.37  - 
根据新收入准则期初余

额重分类影响 

应交税费 1,867,377.93 7,085,047.87 -73.64% 

主要系本期收入相对减

少，增值税也相应减少，

同时本期亏损，无新增

企业所得税所致 

其他应付款 2,773,610.96 4,270,564.11 -35.05%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期

末已计提费用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161,972.88 5,085,793.45 60.49% 
主要系本期期末待开发

票销项税额增多所致 

股本 91,679,495.00 68,759,495.00 33.33%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募

集资金所致 

资本公积 671,991,540.38 282,248,671.82 138.08%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募

集资金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情况 说明 

营业收入 114,714,005.47 160,911,326.54 -28.71%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部

分订单延后提货以及本

期订单有所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88,357,577.00 11,771,8941.27 -24.94%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

成本相应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316,673.08 568,318.42 -44.28%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

税金及附加也相应减少

所致 

销售费用 8,620,578.71 4,129,653.4 108.75% 

主要系销售人员逐步增

加，人员薪酬、销售服

务、差旅费同比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10,143,982.55 8,283,801.06 22.46% 
主要系管理人员薪酬和

办公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7,472,020.81 12,157,400.64 43.72%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

入，研发人员逐步增加，

人员薪酬、研发材料费、

测试费等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754,975.33 799,449.96 119.52% 
主要系汇率变动和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798,945.47 3,673,694.43 -51.03%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和

增值税退税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76,674.24 302,327.10 -41.56% 主要系本期末部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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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存款未到期，理财收

益同比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75,438.35   

主主要系本期末交易性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06,218.23 -2,095,395.43 -114.61%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款较

多，期末应收账款和坏

帐准备余额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03,075.90 -1,797,244.47 -33.06% 

主要系本期末存货计提

跌价准备金额相对同期

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10,497,601.62 17,337,143.42 -160.55% 
主要系本期收入相对减

少，费用较高所致 

利润总额 -10,498,209.39 17,340,052.24 -160.54% 
主要系本期收入相对减

少，费用较高所致 

所得税费用 -865,190.31 1,898,864.28 -145.56% 
主要系本期亏损，递延

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净利润 -9,633,019.08 15,441,187.96 -162.39% 
主要系本期收入相对减

少，费用较高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情况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852,885.48 15,778,846.24 -739.17% 

主要系考虑到今年原材

料市场的波动情况，公

司上年末和本期均增加

原材料备货，采购支出

相应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2,336,798.48 -39,685,224.65 -636.64% 

主要系本期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结构化存款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3,466,331.45 26,045,871.16 1487.45%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收

到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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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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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慷 

日期 2020 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