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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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端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诸葛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诸葛

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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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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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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6,589,210.51 4,036,821,064.06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90,577,260.29 3,185,974,314.1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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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75,103.53 -232,873,7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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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667,608.81 456,182,820.27 3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3,136.60 3,845,026.78 1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44,510.99 -46,545,526.0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0.12 增加 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43403 0.00306133 1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43403 0.00306133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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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2,2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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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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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0,6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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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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1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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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81  

所得税影响额 -2,393,314.84  

合计 13,557,6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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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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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545,615,552 43.441 0 无 0 国有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33,259 0.369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4,262,206 0.339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88,740 0.294 0 未知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6 0 未知 0 其他 

NORGES BANK 2,935,960 0.234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33,400 0.226 0 未知 0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29,300 0.209 0 未知 0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43,700 0.203 0 未知 0 其他 

周晓萍 2,425,200 0.193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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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7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545,615,552 人民币普通股 545,615,552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33,259 境内上市外资股 4,633,259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4,262,206 境内上市外资股 4,262,20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88,740 人民币普通股 3,688,74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NORGES BANK 2,935,96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935,96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

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33,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3,4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2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9,3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2,54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3,700 

周晓萍 2,425,2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42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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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科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或 2021 年一季度 

2020年 12月 31日

或 2020 年一季度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

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27,646,409.41 571,218,033.58 256,428,375.83 44.89 

主要系本公司保本浮

动收益结构性存款到

期收回和销售回款增

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0,246,754.79 600,598,056.16 -380,351,301.37 -63.33 

主要系本公司保本浮

动收益结构性存款到

期收回所致 

应收票据 24,707,380.89 59,628,958.95 -34,921,578.06 -58.56 
主要系本公司应收承

兑汇票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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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7,896,283.97 2,262,582.08 5,633,701.89 248.99 
主要系本公司增值税

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6,580,487.59 39,041,839.23 -12,461,351.64 -31.92 
主要系本公司应付承

兑汇票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4,621,923.15 61,169,254.42 -36,547,331.27 -59.75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上

年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8,630,756.89 38,256,853.84 -29,626,096.95 -77.44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上

年税费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852,404.41 2,877,535.20 -1,025,130.79 -35.63 

主要系本公司所持联

营企业博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所

致 

营业收入 606,667,608.81 456,182,820.27 150,484,788.54 32.99 
主要系本公司销售收

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847,136.34 -7,813,181.34 3,966,045.00 50.76 
主要系本公司财务利

息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464,107.13 662,892.53 1,801,214.60 271.72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软

件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655,242.99 54,845,406.84 -37,190,163.85 -67.81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减

持联营企业博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

份收益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732,227.07 -4,391,959.27 7,124,186.34 -162.21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长

账龄应收账款回款增

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341.38 4,050.74 -2,709.36 -66.89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资

产处置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896.99 4,926,537.91 -4,921,640.92 -99.90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844,061.60 524,741.55 319,320.05 60.85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业

务赔款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9,175,103.53 -232,873,728.70 103,698,625.17 44.53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销

售回款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6,636,756.16 -149,762,771.61 546,399,527.77 364.84 

主要系本公司保本浮

动收益结构性存款到

期收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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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杭州市富阳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建

立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和产业发展需要，在杭州市富阳区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7 

 

设立全资子公司用于购置国有土地建设智能制造基地。2020年8月，子公司东信科瑞已经完成注册

登记并取得了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2020年10月，子公司与杭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编号为临2020-015、临2020-017、临2020-026等相关公告。截至

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尚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持公司所持其他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议

案》。计划自博创科技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等合法方式减持不超过150.3979万股博创科技股份，不超过其总股本的1%。截至本报告披

露日，该事项尚在实施过程中。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编

号为临2021-001、临2021-002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1年 2月 24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普天”）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普天正在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电科”）筹划重组事项，中国普天整体产权拟无偿划转进入中国电科，该方案尚需获得相关主管

部门批准，上述重组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的编号为临 2021-003等相关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

事项尚在实施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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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端端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