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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微创光电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 指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会计师事务所、大信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办券商、保荐机构、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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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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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陈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昀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琳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

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备查文件 

1．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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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微创光电 

证券代码 430198 

挂牌时间 2012年 12月 31 日 

进入精选层时间 2020年 7月 27日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连续竞价交易 □集合竞价交易 □做市交易  

分层情况 精选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C制造业-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2通信

设备制造-C3921 通讯系统设备制造 

法定代表人 陈军 

董事会秘书 王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31042634N 

注册资本（元） 68,958,920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高新二路 41号 7栋 1单元 301 室 

电话 027-87461811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高新二路 41号关南工业园 7号楼 

邮政编码 430074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安信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2021年 3月 31

日） 

上年期末 

2020年 12月 31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

期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531,958,975.42 583,236,055.04 -8.7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0,171,873.83 524,565,779.44 -4.6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8% 10.0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98% 10.06%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1年 1-3

月） 

上年同期 

（2020年 1-3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781,907.24 1,897,451.11 204.7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87,380.01 -25,317,428.31 3.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24,379,876.18   -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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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360,353.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4,012.08 -19,741,277.29 88.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44 2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76% -9.6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76% -9.70% - 

利息保障倍数 0 0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较大主要因 2020 年公司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收入基数较少所致。公司收

入季节性波动明显，一季度为公司传统淡季，一季度营收占全年收入比重较小，不能反映公司全年情

况。        

受疫情影响 2020年同期回款较少，本期恢复正常后回款金额大幅增长使经营性现金流大幅增长。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 

3．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28.04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8,828.04 

所得税影响数 -1,324.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503.83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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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4,135,892 49.50% -

1,540,153 

35,676,045 51.7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879,878 1.28% 0 879,878 1.28%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4,823,028 50.50% 1,540,153 33,282,875 48.2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9,691,641 43.06%    

      董事、监事、高管 3,591,243 5.21% 0 3,591,234 5.21%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8,958,920 - 0 68,958,92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251 

 

单位：股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

称 

期初

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

持股

数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

持有

限售

股份

数量 

期末

持有

无限

售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质

押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司

法冻

结股

份数

量 

是否通过认

购公司公开

发行的股票

成为前十名

股东，如

是，披露持

股期间的起

止日期 

1 陈军 5,427

,422 

0 5,427

,422 

7.87% 5,427

,422 

0 0 0 否 

2 卢余庆 5,114

,124 

0 5,114

,124 

7.42% 5,114

,124 

0 0 0 否 

3 朱小兵 4,792

,524 

0 4,792

,524 

6.95% 4,792

,524 

0 0 0 否 

4 王昀 4,792

,524 

0 4,792

,524 

6.95% 4,792

,524 

0 0 0 否 

5 李俊杰 4,792

,523 

0 4,792

,523 

6.95% 4,792

,523 

0 0 0 否 

6 童邡 4,772

,524 

0 4,772

,524 

6.92% 4,772

,524 

0 0 0 否 

7 崔广基 4,740

,024 

0 4,740

,024 

6.87% 0 4,740

,024 

0 0 否 

8 吴华 4,692

,523 

0 4,692

,523 

6.80% 0 4,692

,523 

0 0 否 

9 马辉 3,951 0 3,951 5.73% 3,951 0 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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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812 ,812 

10 武汉智

慧城市

创业投

资基金

合伙企

业（有

限 合

伙） 

1,874

,000 

0 1,874

,000 

2.72% 0 1,874

,000 

0 0 否 

合计 44,95

0,000 

0 44,95

0,000 

65.18

% 

33,64

3,453 

11,30

6,547 

0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除陈军、卢余庆、王昀、童邡、李俊杰、朱小兵为一致行动关系

外，前十名股东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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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重大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是否经过内部

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1-013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收购、出售资

产、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

企业合并事项 

否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

员工激励措施 

否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0-092、

2021-004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

押、质押的情况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18-050 

债券违约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否      

 

重大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本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原告人存在因货款纠纷发生的诉讼事项，累计金额：49.00 万元，无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2、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 2021年度预计向银行申请短期贷款，

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万元，关联方陈军、周筠为上述贷款无偿提供担保，具体贷款金额视公司运

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最终以实际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3、已披露的承诺事项：（1）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高级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

员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履行情况：挂牌后遵守承诺，没有同业竞争行为。（2）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愿限售所持的公司股份（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0-092），履行情况：

履行中。（3）公司董事马辉、高级管理人员张金静自愿限售所持的公司股份（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4），履行情况：履行中。 

4、因经营需要，公司对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进行了抵押贷款，累计账面价值为 27,427,774.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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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一)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三、 对 2021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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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一)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3月 31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27,494,999.60 248,788,089.1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728,232.50 4,914,351.43 

应收账款 148,740,783.67 205,405,539.75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6,063,327.14 1,678,854.2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377,307.31 2,670,778.3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249,304.68 17,742,938.50 

合同资产 76,360.03 8,529,583.65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18,730,314.93 489,730,135.0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7,435,924.53 7,435,924.53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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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7,178,640.35 17,503,353.21 

在建工程 59,693,693.54 49,607,539.0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0,789,494.71 10,852,077.6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19,535.66 4,203,993.7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011,371.70 3,903,031.8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3,228,660.49 93,505,920.03 

资产总计 531,958,975.42 583,236,055.0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12,083.34 18,013,794.45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8,307,549.10 14,008,172.24 

应付账款 11,883,883.89 10,823,137.78 

预收款项 167,748.64 163,387.38 

合同负债 485,174.34 251,130.9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6,770,053.98 6,326,930.44 

应交税费 -6,310,429.19 8,195,768.21 

其他应付款 390,000.40 837,342.67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63,072.66 32,647.03 

流动负债合计 31,769,137.16 58,652,311.17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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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17,964.43 17,964.43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964.43 17,964.43 

负债合计 31,787,101.59 58,670,275.6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68,958,920.00 68,958,92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38,965,006.71 238,965,006.7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1,957,392.25 31,957,392.2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0,290,554.87 184,684,460.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00,171,873.83 524,565,779.4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00,171,873.83 524,565,779.4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531,958,975.42 583,236,055.04 

 

法定代表人：陈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昀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琳 

 

(二)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 年 1-3月 

一、营业总收入 5,781,907.24 1,897,451.11 

其中：营业收入 5,781,907.24 1,897,451.1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869,189.96 12,169,365.87 

其中：营业成本 2,851,120.37 1,150,401.6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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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15,259.02 74,447.87 

销售费用 6,150,616.35 4,450,131.98 

管理费用 2,355,385.70 1,599,620.14 

研发费用 6,480,893.66 4,918,135.40 

财务费用 -84,085.14 -23,371.14 

其中：利息费用 112,172.22 11,111.11 

利息收入 -205,513.65 -63,278.68 

加：其他收益 4,230,134.92 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8,062,760.35 -16,752,411.2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74,185.73 -1,147,000.7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294,093.88 -28,171,326.69 

加：营业外收入 3,921.35 50,5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2,749.39 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7,302,921.92 -28,120,826.69 

减：所得税费用 -2,915,541.91 -2,803,398.3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4,387,380.01 -25,317,428.31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4,387,380.01 -25,317,428.31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24,387,380.01 -25,317,428.3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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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4,387,380.01 -25,317,428.31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4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陈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昀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琳 

 

(三)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889,426.04 26,506,441.9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4,230,134.9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9,245.64 113,778.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318,806.60 26,620,220.5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4,186,972.52 23,590,2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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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737,266.18 9,103,094.9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862,174.79 11,451,203.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06,405.19 2,216,937.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492,818.68 46,361,49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4,012.08 -19,741,277.2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1,005,194.11 5,671,060.01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005,194.11 5,671,060.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5,194.11 -5,671,060.0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8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 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13,883.33 11,111.1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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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113,883.33 5,011,111.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13,883.33 -2,211,111.1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293,089.52 -27,623,448.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8,788,089.12 54,772,080.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7,494,999.60 27,148,631.70 

 

法定代表人：陈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昀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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