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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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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水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展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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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015,674.33 585,304,169.51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28,115,800.31 524,428,649.61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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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5,875.94 -28,019,9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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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33,336.35 52,581,736.77 7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02,585.18 -3,470,6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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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431.06 -4,456,735.7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0.01 增加1.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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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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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9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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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8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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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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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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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59.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51,433.89

合计 1,351,1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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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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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英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47,815,000 17.11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傅文昌 44,100,000 15.78 17,500,000 质押 17,500,000 境内自然人

陈志山 28,217,860 10.10 27,750,000 质押 27,750,000 境内自然人

王庆仁 15,042,120 5.38 无 境内自然人

付秀珍 10,976,000 3.93 无 境内自然人

付水法 9,409,000 3.37 无 境内自然人

骆洪宇 5,500,700 1.97 无 境内自然人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2,970,000 1.06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骆瑞堂 2,800,000 1.0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家彬 2,544,000 0.9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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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英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7,8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815,000

傅文昌 44,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100,000

陈志山 28,217,860 人民币普通股 28,217,860

王庆仁 15,042,120 人民币普通股 15,042,120

付秀珍 10,9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76,000

付水法 9,4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9,000

骆洪宇 5,5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700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0,000

骆瑞堂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王家彬 2,5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上述股东傅文昌、付水法、付秀珍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中，付水法

为付秀珍、傅文昌之父；傅文昌为付秀珍之弟。

2、本公司上述股东王庆仁、王家彬系付水法之外甥，傅文昌、付秀珍之表哥。

3、本公司上述股东骆瑞堂、骆洪宇为父子关系。

4、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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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1,068,167.52 639,361.64 67.0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留底进项税额的

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2,986,258.13 1,970,571.80 51.54%

主要系本期应付材料款的增加所

致。

合同负债 2,052,045.30 1,522,156.89 34.81%

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的预付款项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51,407.00 3,051,791.52 -65.55%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期计提的应付

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1,315,219.48 2,333,474.76 -43.64%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末应交所得税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2,163.12 39,791.72 81.35%

主要系本期收到客户预付款项计提

销项税额的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0,987.33 256,580.76 -45.05%

主要系本期计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所致。

2、利润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92,933,336.35 52,581,736.77 76.74%

主要系去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销售下滑，本期销售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81,159,631.58 47,614,735.69 70.45%

主要系去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销售下滑，本期销售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554,159.60 286,049.16 93.73%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 应交税金及

附加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723,209.31 4,231,534.83 -35.64%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销售运

输费调整至主营业务成本所致。

研发费用 3,735,674.42 2,018,343.34 85.09%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的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91,800.98 -9,442.99 1931.15%

主要系本期收到利息收入的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904,943.82 16,890.00 5257.87%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的增加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500,830.10 -1,293,008.86 -61.27%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计提信用减值

的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467,299.09 824,382.19 -43.32%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的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66,359.01 3,314.42 1902.13%

主要系本期支付捐赠款的增加所

致。

3、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5,875.94 -28,019,937.5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下游客户回款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46,401.12 101,508.5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0,025,375.00 不适用

主要系去年同期偿还短期借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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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翔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79� � �证券简称：永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7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和《上市公司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化工》（2021年修订）的要求，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售及收入情况

2021年1-3月公司营业收入为92,933,336.35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89,825,212.46元，其他业务

收入为3,108,123.89元。 主营业务收入产销情况如下：

类别

2021年1-3月 2021年1-3月 2021年1-3月

产量（吨） 销量（吨） 销售收入（元）

UPR

工艺品树脂 237.38 231.66 1,877,398.27

玻璃钢及其他树脂 1,535.37 1,680.50 13,540,572.63

人造石树脂 9,369.39 8,997.47 74,407,241.56

总计 11,142.14 10,909.63 89,825,212.46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类别 2021年1-3月平均售价（元/吨） 2020年1-3月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幅度

UPR

工艺品树脂 8,104.11 8,205.29 -1.23%

玻璃钢及其他树脂 8,057.47 7,674.52 4.99%

人造石树脂 8,269.80 7,444.06 11.09%

三、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类别 2021年1-3月平均采购单价（元/吨） 2020年1-3月平均采购单价（元/吨） 变动幅度

苯乙烯 7,231.80 6,065.03 19.24%

PET再生颗粒 0 5,398.20 -100.00%

顺酐 8,462.39 5,298.74 59.71%

二甘醇 4,213.35 5,022.17 -16.10%

丙二醇 12,639.94 6,431.49 96.53%

苯酐 5,210.65 5,344.32 -2.50%

四、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879� � � �证券简称：永悦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8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永悦科技”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

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8年12月7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

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

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租赁准则。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具体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 —租赁》及其相关

规定；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2018年发布的新租赁准则。 本次执行的新租赁准则主要内容如下：

（1） 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

赁均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需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 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

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

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 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 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

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要求， 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并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定编制

2021年1月1日以后的本公司的财务报表。 根据过渡期政策，公司在执行新租赁准则时选择简化处理，无

需调整2021年年初留存收益，无需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租赁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本次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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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8日以邮

件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于2021年4月28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通讯的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翔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

〔2018〕35号）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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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8日以邮

件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于2021年4月28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许昭贤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以下合称“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 ）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反映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2、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3、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由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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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之“上证e互动” 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公开征集问题：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公司邮箱（zsb@fjyykj.com），本公司将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 ）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 于2021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了使广大投资者更进一步、深入地了

解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11:00-12:00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针对2020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指标、发展规划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

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召开时间：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11:00-12:00

2、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之“上证e互动” 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

3、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出席会议人员

公司董事长陈翔先生、总经理徐伟达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朱水宝先生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

会（如遇特殊情况，出席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4日 （星期五）11:00-12: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 栏目，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

邮箱：zsb@fjyykj.com。 本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1、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2、联系方式：0595-87259025

3、联系邮箱：zsb@fjyykj.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访谈” 栏目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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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左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志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培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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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533,926.90 6,041,718,075.94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8,872,023.84 2,272,672,734.9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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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151,835.82 -809,547,27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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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403,942.30 915,801,287.00 3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1,372.14 -22,412,556.2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35,245.43 -32,194,146.2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1.1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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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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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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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59.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3,486.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8,480.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0,553.31

合计 456,1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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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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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99,411,840 23.45 99,411,84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63,653,040 15.01 0 无 0 国有法人

郭丹 15,920,000 3.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程明荣 6,989,337 1.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舒涵 5,902,900 1.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邢立 5,059,022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熙杰 4,905,040 1.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左春 4,118,400 0.9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静 3,418,947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中阳 3,362,746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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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63,653,040 人民币普通股 63,653,040

郭丹 15,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20,000

程明荣 6,989,337 人民币普通股 6,989,337

杨舒涵 5,9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902,900

邢立 5,059,022 人民币普通股 5,059,022

孙熙杰 4,905,040 人民币普通股 4,905,040

左春 4,118,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8,400

孙静 3,418,947 人民币普通股 3,418,947

谢中阳 3,362,746 人民币普通股 3,362,746

王欣 3,288,672 人民币普通股 3,288,6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软件所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者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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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货币资金 2,295,974,388.92 3,338,645,810.96 -31.23

存货 604,510,729.40 403,704,031.24 49.74

合同资产 1,115,842,928.18 550,979,475.37 102.52

其他流动资产 53,176,726.39 24,375,395.15 118.16

长期股权投资 945,728.71 643,248.06 47.02

投资性房地产 100,572,852.90 34,557,787.70 191.03

在建工程 16,922,456.29 88,154,279.70 -80.80

使用权资产 37,101,827.88 - -

无形资产 5,667,858.02 3,847,613.63 47.31

应交税费 20,763,020.86 47,467,232.46 -56.26

其他应付款 84,848,257.27 140,197,454.98 -39.48

其他流动负债 100,115,043.35 69,079,581.73 44.93

租赁负债 38,953,307.04 - -

说明：

①本期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薪酬等导致现金流出

所致。

②本期期末存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规模增长,新增存货所致。

③本期期末合同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已经依据合同履行了履约义务，且不属于无

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款的权利增加所致。

④本期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 主要原因系预缴所得税增加以及尚未抵扣进项税额增

加所致。

⑤本期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⑥本期期末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对外出租房屋增加所致。

⑦本期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办公楼部分装修完毕所致。

⑧本期期末使用权资产较期初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⑨本期期末无形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购入无形资产增加所致。

⑩本期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有所减少， 主要原因系本年一季度末相较于2020年末应交增值税减少

所致。

本期期末其他应付款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支付南京子公司购房尾款所致。

本期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本期期末租赁负债较期初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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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403,942.30 915,801,287.00 39.05

营业成本 905,173,307.74 658,214,019.28 37.52

税金及附加 5,081,555.50 2,349,097.39 116.32

利息费用 306,553.99 - -

投资收益 -10,206.35 -185,353.39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3,559.73 -325,963.37 -

信用减值损失 -7,635,234.33 -13,420,537.10 -

资产减值损失 -16,860,371.46 49,259.94 -34327.35

资产处置收益 -130,407.90 -53,558.20 -

营业外收入 641,262.42 9,827,843.55 -93.48

营业外支出 32,530.81 17.08 190361.42

所得税费用 -694,467.95 -1,539,777.84 -

净利润 6,691,372.14 -22,412,556.25 -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92,083.25 84,961.85 -679.18

综合收益总额 6,199,288.89 -22,327,594.40 -

说明：

①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②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③本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所致。

④本期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⑤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联营公司一季度亏损减少所致。

⑥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参股公司一季度亏损减少所致。

⑦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对合同资产减值损失的重分类所致。

⑧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对合同资产减值损失的重分类所致。

⑨本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⑩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滞纳金、核销坏账增加所致。

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利润增加所致。

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使利润增加所致。

本期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外币报表折算变动所致。

本期综合收益总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使利润增加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99,840,087.30 479,727,386.67 45.88

收到的税费返还 3,623,037.33 7,514,383.04 -51.7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708,182.65 76,752,544.61 -67.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2,842,546.33 372,967,604.85 42.87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2,208,502.99 311,016.65 16686.4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10,781.50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94,035.25 - -

说明：

①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②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到退税减少所致。

③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主要原因系收到的其他往来款减少

所致。

④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长采购增加所

致。

⑤本期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支付

南京子公司购房尾款所致。

⑥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⑦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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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左春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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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2日以

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左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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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2日以

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第七届监事会召集，监事会主席张正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6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务指南》、《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

醒》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审核，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含正文，下同）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中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的反映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和财务状况；

（3）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监事会经过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审核，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租赁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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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依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

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的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按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对公司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以全票同

意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通知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

予以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财政部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公司其他未变

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

外）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公司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 首次执行日新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2021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租赁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国

家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租赁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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