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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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彭政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曼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曼

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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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4,888,552.45 9,971,144,688.34 -1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038,671,058.77 4,554,029,323.59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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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461,297.53 -757,580,7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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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184,334.01 513,573,750.75 4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8,625,222.28 -44,913,8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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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21,735.72 30,379,872.17 2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78 -0.97 增加 4.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6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6 -0.04 不适用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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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238.32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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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9,040.88 专项项目政府资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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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26,813.43 

主要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产生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148,908.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8,758.47  

所得税影响额 -3,910,755.84  

合计 131,003,4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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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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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恒生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 
216,342,356 20.7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81,284,529 7.79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

中小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500,100 1.96 0 未知  未知 

蒋建圣 19,871,806 1.9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林根  18,494,916 1.77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18,380,271 1.76 0 未知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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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一组合 
15,807,289 1.51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13,701,742 1.31 0 未知  国有法人 

彭政纲 11,518,000 1.10 0 无  境外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二组合 
9,389,636 0.90 0 未知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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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16,342,356 
人民币普

通股 
216,342,35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1,284,529 
人民币普

通股 
81,284,52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500,100 

人民币普

通股 
20,500,100 

蒋建圣 19,871,806 
人民币普

通股 
19,871,806 

周林根  18,494,916 
人民币普

通股 
18,494,91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380,271 
人民币普

通股 
18,380,27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5,807,289 
人民币普

通股 
15,807,28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701,742 
人民币普

通股 
13,701,742 

彭政纲 11,518,000 
人民币普

通股 
11,518,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9,389,636 
人民币普

通股 
9,389,6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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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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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896,570,799.86 1,374,842,591.24 -34.79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年终奖金

及回购公司股份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60,946,040.10 2,723,350,172.04 -46.35 
主要系公司本期赎回交易性金

融资产所致。 

预付帐款 14,375,446.15 9,007,186.01 59.60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30,681,793.89 10,342,520.82 196.66 
主要系公司本期预缴上年度税

金所致。 

短期借款 146,255,525.97 46,718,265.90 213.06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贷款增加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8,282,440.48 647,448,189.72 -66.29 
主要系上期末计提奖金已在本

期支付。 

库存股 799,900,619.68 117,376,268.28 581.48 主要系公司本期回购股份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751,184,334.01 513,573,750.75 46.27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5,208,933.10 3,449,836.52 50.99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372,570,110.23 251,187,165.72 48.32 
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人员及薪

酬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5,243,375.83 -1,384,651.99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155,164,166.24 47,103,895.24 229.41 
主要系公司本期出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产生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5,414,184.97 -105,989,049.51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期末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金融资产市价波动较大所

致。 

所得税费用 5,752,519.01 -5,313,969.36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所致。 

净利润 177,253,228.27 -46,744,738.3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营业收入、投资

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较上期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494,716,114.18 309,177,754.64 60.01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加收款

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46,190,597.18 68,025,854.38 -32.1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即征即

退的软件增值税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38,421,115.75 16,652,558.91 130.72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招标保

证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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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45,644,016.48 10,389,100.60 339.35 

主要系公司本期增加了计入履

约成本核算的人员费用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065,526,589.92 790,535,975.81 34.79 
主要系公司本期员工薪酬较上

年同期增长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 
2,548,045,852.65 1,441,052,219.58 76.82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收回投资的金额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

收到的现金 
3,107,931.98 17,260,157.22 -81.99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投资收

益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106,366,536.83 44,166,408.82 140.83 

主要系公司本期“恒生金融云产

品生产基地”投入比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

的现金 
258,965,669.44 10,437,748.72 2,381.05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贷款比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11,991,511.6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偿还银行贷款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38,024,476.53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回购公司股票

所致。 

 

一季度营业收入分业务领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业务领域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大零售IT业务 25,289.85 17,699.91 42.88 

大资管IT业务 23,254.40 13,868.87 67.67 

银行与产业IT业务 4,510.57 3,622.63 24.51 

数据风险与基础设施IT业务 4,149.71 3,115.13 33.21 

互联网创新业务 13,827.75 12,073.86 14.53 

非金融业务 4,086.15 976.98 318.24 

合计 75,118.43 51,357.38 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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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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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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政纲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