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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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承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东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春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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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1,023,331.72 2,720,942,353.36 -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47,804,783.09 1,359,578,504.02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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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1,139.12 -21,679,8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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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37,340.15 206,830,727.78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254,325.62 -21,584,445.0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4,011,205.42 -37,078,275.5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0 -1.56 增加 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86 -0.049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86 -0.049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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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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6,728.7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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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445.2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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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6,497.7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

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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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4,175.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90.31  

所得税影响额 -368,219.82  

合计 17,756,8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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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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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22,305,864 29.06 49,155,864 质押 22,012,065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杨东文 36,686,775 8.72 36,686,775 质押 36,686,775 
境外自

然人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35,685,450 8.48  未知  

国有法

人 

杨龙勇 21,161,758 5.03 21,161,758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宁波保税区耀宝投资

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7,091,490 1.68 5,643,50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李婷 4,403,700 1.05  未知  
境外自

然人 

罗昕昕 2,612,100 0.62 2,082,000 未知  未知 

赵新苗 2,308,300 0.55  未知  未知 

何承命 2,150,002 0.51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朱秋兰 2,000,000 0.48 1,200,00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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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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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5,685,450 人民币普通股 35,685,450 

李婷 4,403,7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3,700 

赵新苗 2,30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8,300 

何承命 2,150,002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2 

张誉萨 1,9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0,800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00,744 人民币普通股 1,700,744 

孔凡波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宁波保税区耀宝投资管理中心（普通

合伙） 
1,447,990 人民币普通股 1,447,990 

蔡勇 1,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承命和公司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9.57%股份。

2、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杨东文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 9.76%股份。3、公司股东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为公司股东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

国有股东，实质上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

共持有本公司 8.88%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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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构成同比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82,274,669.60 188,296,142.56 -56.31% 
主要系报告期出售广

东鸿图部分股票导致 

应收票据 155,988,986.24 371,135,688.07 -57.97% 
主要系报告期以票据

支付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14,525,018.52 7,738,032.37 87.71%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材

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7,640,841.00 127,640,841.00 -39.17% 

主要系报告期转让深

圳市卓力能电子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所致 

其它非流动资产 76,485,576.46 14,142,320.12 440.83%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固

定资产购置款所致 

应交税金 12,698,723.24 18,168,407.33 -30.11% 
主要系报告期应交所

得税减少所致 

2. 利润构成同比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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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259,524.68 4,448,372.34 -49.21% 
主要系上年同期汇兑损失

所致 

投资收益 9,014,652.33 2,290,168.81 293.62%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广东鸿

图部分股票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161,845.45 13,336,342.20 -46.30% 
主要系报告期广东鸿图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利润 -17,682,478.36 -28,156,561.68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利润总额 -17,548,302.68 -29,183,136.43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53,548.41 -6,858,232.5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的可弥

补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减少所致 

3. 现金流量构成同比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261,424.46 16,008,047.77 -35.90% 
主要系报告期减少所得税

和增值税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911,139.12 -21,679,807.38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货款增

加和支付货款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175,525,114.74 290,000,000.00 -39.47%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理财产

品规模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3,027,335.85  100% 

主要系报告期取得深圳市

卓力能电子有限公司分红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57,425,432.69 21,383,820.39 168.55% 

主要系报告期江西维科技

术有限公司建造厂房支付

现金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297,425,200.00 -89.91%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理财产

品规模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1,367,152.70 -28,809,020.39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出售广东鸿

图部分股票及理财赎回增

加现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9,721,800.00  100%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融资保

理款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

现金 
200,000,000.00 69,100,000.00 189.44% 

主要系报告期偿还银行借

款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109,363.51  100% 

主要系报告期归还融资保

理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6,647,778.48 87,868,348.69 -187.23% 

主要系报告期偿还银行借

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4,630,513.34 37,379,520.92 -34.11% 

主要系报告期偿还银行借

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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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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以评估价14599.23万元为拍卖底价，转让公司持有的维科工

业园区房地产,如拍卖成功，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将扭亏为盈。 

 

 

 

公司名称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承命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