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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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罗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孜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孜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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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374,838.80 3,739,616,585.89 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7,631,069.42 1,098,313,206.18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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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88,788.91 45,248,946.70 -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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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82,724.49 190,821,748.69 -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17,863.24 35,987,325.31 -1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604,081.99 34,276,169.04 -1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3.51 减少 0.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7 -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7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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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881.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829.35  

所得税影响额 -302,929.52  

合计 1,713,7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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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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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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77,476,950.00 36.79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3,234,881.00 20.53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3,159,135.00 1.50 0 无  其他 

上海旭沣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普

通合伙） 
2,634,000.00 1.25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2,105,865.00 1.00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62,930.00 0.93 0 无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9,800.00 0.74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

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4,168.00 0.55 0 无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多策略优选 
820,100.00 0.39 0 无  其他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盛宇 2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00,000.00 0.3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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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77,476,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7,476,950.00 

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234,8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3,234,881.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3,159,13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9,135.00 

上海旭沣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6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4,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2,105,8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5,86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62,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2,93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5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8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4,1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4,168.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多策略优选 82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0,100.00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盛宇 2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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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公司股东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与 2019

年年度末相比减少了 80,000 股，主要系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其所持部分股票借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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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16,879,063.97 164,457,058.67 31.88 
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延期收到客户回

款。 

预付账款 38,993,458.02 24,575,814.36 58.67 主要系设备采购预付款项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31,630,674.08 11,771,776.66 168.70 主要系项目投资待摊费用增加。 

应付账款 303,715,253.16 489,672,751.03 -37.98 主要系支付项目设备款和工程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182,521.08 20,476,569.09 -60.04 主要系本期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6,163,116.66 3,806,402.83 61.91 主要系计提企业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25,086,904.87 17,354,299.74 44.56 主要系收取招标保证金增加。 

长期借款 997,835,605.00 723,150,892.77 37.98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3.1.2报告期损益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643,332.25 1,569,702.15 -59.02 主要系一季度销售活动开展较少所致。 

财务费用 18,110,509.81 13,053,421.59 38.74 主要系银行贷款导致利息费用增加。 

 

3.1.3报告期现金流量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588,788.91 45,248,946.70 -54.50 

主要系新冠疫情影响，延期收

到客户回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1,115,928.84 -197,246,768.00 37.45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

的款项较上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7,820,038.07 182,250,217.20 74.39 

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张，取得金

融机构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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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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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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岚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