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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859                                                公司简称：能科股份 

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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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祖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巧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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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710,940.64 1,805,120,621.79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05,814,714.85 1,288,671,831.3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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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34,393.41 -61,120,740.8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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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96,360.33 85,647,116.54 8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42,883.51 9,224,369.71 8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829,179.35 9,023,048.93 86.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1.29 增加 0.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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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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752.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404.53  

所得税影响额 -66,644.06  

合计 313,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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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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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军 25,168,000 18.09 0 质押 12,335,132 境内自然人 

赵岚 23,094,000 16.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于胜涛 6,957,600 5.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922,287 3.54 0 无 0 其他 

龚军 4,227,596 3.04 4,127,59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曹丽丽 4,127,596 2.97 4,127,59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余深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75,074 2.28 3,175,074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897,455 2.08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2,691,006 1.93 0 无 0 其他 

国金证券－横琴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国金证券－横

琴人寿委托投资2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2,140,000 1.54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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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军 25,1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68,000 

赵岚 23,0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94,000 

于胜涛 6,9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6,957,600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22,287 人民币普通股 4,922,28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897,455 人民币普通股 2,89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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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2,691,006 人民币普通股 2,691,006 

国金证券－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国金证券

－横琴人寿委托投资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000 

阮乐 957,058 人民币普通股 957,05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 

兰立鹏 7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73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祖军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祖军先生与赵岚女士为

夫妻关系，祖军先生、赵岚女士、于胜涛先生为一致

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 

2、龚军先生与曹丽丽女士为夫妻关系； 

3、深岩投资为赵岚女士控制的合伙企业，其出资额占

比 97.25%； 

4、盐城申宏为龚军先生投资的合伙企业，其出资额占

比 3.86%；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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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00,000.00 1,000,000.00 200.00 主要系子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应收票据 36,844,046.60 26,755,212.67 37.71 主要系本期以票据结算的方式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5,059,998.60 7,072,803.07 112.93 主要系本期以票据结算的方式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04,273,406.87 75,281,981.07 38.51 主要系本期根据在执行项目需求，支付采

购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8,396,440.62 16,443,187.35 72.69 主要系本期投资创族湾和睿族汇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0,219.00 154,819.00 48.70 主要系本期预付固定资产款项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82,401,422.42 50,223,186.22 64.07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59,660,460.71 45,355,788.22 31.54 主要系本期以票据结算的方式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24,451,871.87 178,218,479.33 -30.17 主要系本期加大了付款所致 

预收款项  94,891,770.28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81,013,706.88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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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4,248,701.29 6,454,202.49 -34.17 主要系本期发放年终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8,639,473.97 19,064,570.19 -54.68 主要系本期应交税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9,121,124.11 15,428,039.45 -40.88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末未支付的款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52,400.00 5,404,485.60 -80.53 主要系上期末未到期的商票本期末已到期

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1,596,360.33 85,647,116.54 88.68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营业成本 100,850,594.84 45,111,654.14 123.56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税金及附加 338,082.75 45,393.27 644.79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销售费用 10,467,269.86 5,458,418.73 91.76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管理费用 12,683,553.01 10,129,500.08 25.21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研发费用 19,748,036.95 11,380,348.89 73.53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财务费用 -246,828.24 1,812,865.49 -113.62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所致 

加：其他收益 2,281,517.19 1,665,409.44 36.99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28,019.89  不适用 主要系资产减值在两个报表项目

列示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694,042.25 -2,708,554.91 -0.54 主要系资产减值在两个报表项目

列示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2,041.09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的赔偿所致 

营业外支出  5,180.18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所致 

所得税费用 4,149,898.39 2,406,737.58 72.43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本期所

得税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7,142,883.51 9,224,369.71 85.84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

以“-”号填列） 

-2,921,635.91 -848,455.9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主要系本期并表上海联宏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8,834,393.41 -61,120,740.8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采购付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873,087.97 -17,778,651.6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投资创族湾和睿族

汇、购建固定资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1,587,619.57 20,533,555.87 53.83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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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561,387.76 -442,431.1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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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祖军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