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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長 飛 光 纖 光 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9）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報告

本公告乃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
章）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及第
13.10B條而作出。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季度報告」）是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及依照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季度報告編製及披露的有關規定編製，已經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審議通過。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
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法定代表人馬杰、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莊丹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Jinpei 
Yang（楊錦培）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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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財務資料

單位：人民幣元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
增長(%)

（未經審核） （調整前） （調整後）

總資產 21,405,186,623 19,478,649,093 19,478,649,093 9.8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10,002,147,121 9,781,997,943 9,781,997,943 2.25

年初至報告期末
（1-3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
增長(%)

（未經審核） （調整前） （調整後）

營業收入 2,981,678,053 1,911,894,833 1,911,894,833 55.9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03,577,445 84,463,087 84,463,087 141.0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 157,326,423 74,527,461 74,527,461 111.10
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277,078,031) (372,956,016) (372,956,016) 不適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1 0.11 145.45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1 0.11 145.4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06 0.93 0.93
增加1.13個
百分點

追溯調整或重述的原因說明：

本集團根據財政部2021年11月發佈的運輸成本實施問答，對於本集團在商品控制權轉移之前，
為履行合同而發生的運輸成本，本集團將其作為合同履約成本，並在利潤表「營業成本」項目中
列示，不再列示於「銷售費用」。2021年第四季度本集團採用追溯調整法變更了相關會計政策。

上述會計政策變更對2021年度第一季度合併利潤表項目的影響匯總如下：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調整前之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84,463,087
營業成本 51,084,486
銷售費用 (51,084,486)
調整後之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84,46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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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本期金額
（1-3月） 說明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661,874)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 
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 
政府補助除外 18,265,232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 
投資時應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產生的收益 31,736,348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 
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1,470,298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627,264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182,853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303,643)
所得稅影響額 (3,065,456)

合計 46,2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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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會計數據、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況、原因

項目名稱 變動比例(%) 主要原因

營業收入 55.95 主要是報告期主要產品銷量及單價均有所上升所致
歸屬於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利潤

141.03 主要是報告期主要產品銷量及單價均有所上升所致

歸屬於上市公司 
股東的扣除非經常 
性損益的淨利潤

111.10 主要是報告期主要產品銷量及單價均有所上升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45.45 主要是利潤水平較上期有所上升所致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145.45 主要是利潤水平較上期有所上升所致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322.18 主要是報告期內對外項目投資所致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128.82 主要是報告期內籌集對外投資項目所需資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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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東信息

3.1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22,266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售

條件股份
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
狀態 數量

中國華信郵電科技有限公司 179,827,794 23.73 0 無 0 國有法人
荷蘭德拉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79,827,794 23.73 0 無 0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1,603,349 22.64 0 無 0 境外法人
武漢長江通信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19,937,010 15.82 0 無 0 國有法人
寧波睿圖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10,553,390 1.39 0 無 0 其他
寧波睿盈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6,153,500 0.81 0 無 0 其他
華潤深國投信託有限公司 
－華潤信託‧晟利5號單一資金信託 4,570,227 0.60 0 無 0 其他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925,400 0.52 0 無 0 境外法人
陝西省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陝國投‧財富59號單一資金信託 3,864,400 0.51 0 無 0 其他

寧波睿麒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2,430,345 0.32 0 無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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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中國華信郵電科技有限公司 179,827,794 人民幣普通股 179,827,794
荷蘭德拉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79,827,794 境外上市外資股 179,827,794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1,603,349 境外上市外資股 171,603,349
武漢長江通信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19,937,010 人民幣普通股 119,937,010
寧波睿圖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10,553,390 人民幣普通股 10,553,390
寧波睿盈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6,153,500 人民幣普通股 6,153,500
華潤深國投信託有限公司 
－華潤信託‧晟利5號單一資金信託 4,570,227 人民幣普通股 4,570,227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925,400 人民幣普通股 3,925,400
陝西省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陝國投‧財富59號單一資金信託 3,864,400 人民幣普通股 3,864,400
寧波睿麒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430,345 人民幣普通股 2,430,345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 
一致行動的說明

寧波睿圖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寧波睿盈企業管理諮詢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寧波睿麒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之間擁
有共同的執行事務合夥人而存在關聯關係。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一致行動人。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 
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3.2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
情況表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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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提醒事項

需提醒投資者關注的關於公司報告期經營情況的其他重要信息

√ 適用 □ 不適用

本公司原持有長飛光電線纜（蘇州）有限公司（原名：江蘇長飛中利光纖光纜有限公司）
（「長飛蘇州」）48%的股權。二零二二年一月，本公司以江蘇中企華天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具的蘇中天評報字(2021)第1101號《資產評估報告》所列示的
長飛蘇州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評估基準日的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人民幣37,400萬元
為基礎，以人民幣18,326萬元為對價，獲取長飛蘇州49%的股權。該交易已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完成，本公司已在本報告期將長飛蘇州納入合併報表範圍。

二零二二年三月八日，本公司及公司全資下屬公司武漢睿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公司參與
設立的武漢長飛科創產業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大和熱磁電子有限公司、上海申
和投資有限公司、蕪湖海沃硬科技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蕪湖澤灣貳號投資
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武漢光谷新技術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及上海臨珺電子科技有限公
司簽署《聯合投資（受讓）協議》，組成競買聯合體，投標了在安徽長江產權交易所公開掛
牌的《蕪湖太赫茲工程中心有限公司與蕪湖啟迪半導體有限公司合併重組整體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本公司及武漢睿芯擬合計出資人民幣779,672,862元。本次交易完成後，蕪湖
太赫茲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和蕪湖啟迪半導體有限公司將納入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範圍內。二
零二二年三月十日，本公司收到了安徽長江產權交易所出具的《產權成交確認書》，其中本
公司及公司全資下屬公司武漢睿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出資人民幣779,672,862元。本次交
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一日之公告內。

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本公司與朱偉先生、丁勇先生、王曉虹女士、江蓉芝女士及天通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收購博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標公司」）已發行股
本的12.72%。本公司根據股份轉讓協議應付的對價為人民幣1,027,950,000元。二零二二年
四月七日，本公司與朱偉先生訂立表決權委託協議，據此，朱先生同意委託本公司行使其
所持22,110,372股標的股份所附帶的全部表決權，佔目標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的12.71%。
於本次收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i)持有目標公司合共12.72%股權，連同表決權委託協
議項下委託的12.71%的表決權，本公司將控制目標公司（為控制目標公司最多表決權的股
東）25.43%的表決權；及(ii)控制目標公司董事會多數成員。因此，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
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目標公司的財務業績將於收購事項完成後併入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
表。本次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之公告內。

承董事會命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馬杰
主席

中國武漢，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莊丹先生；非執行董事馬杰先生、菲利普‧范希爾先生、
郭韜先生、皮埃爾‧法奇尼先生、范‧德意先生、熊向峰先生及賴智敏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滕斌聖先生、劉德明先生、宋瑋先生及黃天祐博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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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5.1 財務報表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22年3月31日

編製單位：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3,379,463,130 2,771,270,979
交易性金融資產 1,520,406,168 1,530,491,700
應收票據 422,564,122 418,221,770
應收賬款 5,026,544,377 4,160,711,743
應收款項融資 182,089,783 84,479,696
預付款項 192,383,852 146,270,862
其他應收款 158,474,186 134,828,819
其中：應收利息 – –
   應收股利 522,212 624,793
存貨 2,717,006,755 2,763,022,541
其他流動資產 369,850,746 304,514,823

流動資產合計 13,968,783,119 12,313,812,933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1,549,247,343 1,684,470,508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47,040,221 50,329,539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47,986,829 47,470,870
固定資產 3,865,512,576 3,763,663,869
在建工程 638,128,002 608,357,734
使用權資產 43,035,707 46,693,199
無形資產 396,266,294 314,484,005
商譽 41,153,335 27,145,122
長期待攤費用 20,883,935 18,829,36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3,498,664 144,414,651
其他非流動資產 623,650,598 458,977,298

非流動資產合計 7,436,403,504 7,164,836,160
資產總計 21,405,186,623 19,478,64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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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585,996,205 1,717,697,001
交易性金融負債 2,819,400 2,144,400
應付票據 1,127,190,918 940,550,221
應付賬款 1,926,506,438 1,773,023,142
合同負債 780,579,026 762,017,133
應付職工薪酬 279,712,990 260,469,853
應交稅費 102,696,739 90,519,103
其他應付款 444,127,763 452,225,764
其中：應付利息 – –
   應付股利 – –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533,271,639 533,393,055
其他流動負債 22,538,025 30,891,253

流動負債合計 7,805,439,143 6,562,930,925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699,500,000 1,289,500,000
應付債券 492,367,156 488,075,933
租賃負債 31,803,184 37,516,751
遞延收益 269,166,084 281,246,701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431,689 10,583,862
其他非流動負債 244,935,510 223,767,404

非流動負債合計 2,761,203,623 2,330,690,651
負債合計 10,566,642,766 8,893,621,576
股東權益：
股本 757,905,108 757,905,108
資本公積 3,563,268,761 3,561,131,050
減：庫存股 33,653,461 33,653,461
其他綜合收益 1,432,873 (13,001,149)
盈餘公積 647,934,100 647,934,100
未分配利潤 5,065,259,740 4,861,682,295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10,002,147,121 9,781,997,943
少數股東權益 836,396,736 803,029,574

股東權益合計 10,838,543,857 10,585,027,517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21,405,186,623 19,478,649,093

法定代表人：馬杰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莊丹 會計機構負責人：Jinpei Yang（楊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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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2022年1-3月

編製單位：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項目 （1-3月） （1-3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 營業總收入 2,981,678,053 1,911,894,833
減：營業成本 2,372,401,284 1,530,546,590

稅金及附加 14,400,278 5,714,174
銷售費用 84,752,032 49,651,179
管理費用 150,891,227 123,173,603
研發費用 139,289,734 81,628,566
財務費用 13,276,505 21,603,463
其中：利息費用 30,248,100 14,225,297
   利息收入 8,989,146 3,062,629

加：其他收益 18,265,232 13,539,418
投資收益 33,990,122 22,846,101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1,161,845) 26,138,097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795,298 305,384
信用減值損失 (27,583,988) (39,197,823)
資產減值損失 (10,901,302) (5,866,264)
資產處置損失 (661,874) (30,763)

二、 營業利潤 220,570,481 91,173,311
加：營業外收入 1,066,606 1,340,500
減：營業外支出 439,342 2,616,438

三、 利潤總額 221,197,745 89,897,373
減：所得稅費用 10,815,422 2,80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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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項目 （1-3月） （1-3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四、 淨利潤 210,382,323 87,089,180
（一） 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 持續經營淨利潤 210,382,323 87,089,180
2. 終止經營淨利潤 – –

（二） 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03,577,445 84,463,087
2. 少數股東損益 6,804,878 2,626,093

五、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5,805,664 (9,735,603)
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4,434,022 (8,463,781)
（一） 不能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2,795,920) 550,017

1.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2,795,920) 550,017
（二） 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17,229,942 (9,013,798)

1.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 17,229,942 (9,013,798)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1,371,642 (1,271,822)

六、 綜合收益總額 226,187,987 77,353,577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218,011,467 75,999,306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總額 8,176,520 1,354,271

七、 每股收益：
（一）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1
（二）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1

本期發生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的，被合併方在合併前實現的淨利潤為：0元，上期被合併方實
現的淨利潤為：0元。

法定代表人：馬杰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莊丹 會計機構負責人：Jinpei Yang（楊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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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2022年1-3月

編製單位：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金額

（1-3月）

上年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金額

（1-3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2,268,758,566 1,387,204,539
收到的稅費返還 31,528,568 40,145,194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45,220,127 87,867,049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2,345,507,261 1,515,216,782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2,168,225,711) (1,511,932,086)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292,567,176) (241,291,838)
支付的各項稅費 (63,179,647) (40,036,333)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98,612,758) (94,912,541)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622,585,292) (1,888,172,798)
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277,078,031) (372,956,016)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575,000,000 206,529,336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13,121,201 5,554,911
處置固定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 13,920,824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1,905,367 9,828,338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620,026,568 235,833,40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207,653,101) (232,537,238)
投資支付的現金 (778,423,400) (90,000,00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986,076,501) (322,537,238)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366,049,933) (86,7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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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金額

（1-3月）

上年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金額

（1-3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25,000,000 159,7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1,882,241,037 913,779,469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907,241,037 1,073,479,469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606,301,073) (507,911,426)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34,805,662) (6,788,349)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4,212,573) (7,287,695)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45,319,308) (521,987,47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61,921,729 551,491,999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124,083) (1,897,907)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616,669,682 89,934,247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750,079,562 1,366,513,841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366,749,244 1,456,448,088

法定代表人：馬杰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莊丹 會計機構負責人：Jinpei Yang（楊錦培）

5.2 審計報告

□適用 √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