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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2016-050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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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文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欧阳美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87,466,969.69 1,890,645,363.87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19,848,245.94 1,712,432,364.29 0.4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1,771,300.79 6.99% 476,685,339.04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846,375.75 -34.26% 62,995,629.56 -1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077,706.03 -16.56% 40,808,759.00 -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9,085,030.76 -270.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9 -34.39% 0.1071 -18.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9 -34.39% 0.1071 -1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 -0.48% 3.6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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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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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5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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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68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9,857,446.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2,647.6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82,926.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7,898.01  

合计 22,186,870.5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5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文东 境内自然人 31.70% 186,391,800 139,793,850   

肖敏 境内自然人 26.64% 156,617,400 118,907,250   

王九魁 境内自然人 9.19% 54,020,000 40,515,000   

张文昇 境内自然人 2.00% 11,760,000 8,82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3% 8,983,400 0   

苏钢 境内自然人 0.97% 5,674,200 0   

高丽萍 境内自然人 0.10% 616,130 0   

李安安 境内自然人 0.10% 600,000 0   

丁沂 境内自然人 0.10% 595,0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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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唯一 境内自然人 0.10% 582,8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文东 46,597,950 人民币普通股 46,597,950 

肖敏 37,710,150 人民币普通股 37,710,150 

王九魁 13,5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5,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983,400 人民币普通股 8,983,400 

苏钢 5,674,200 人民币普通股 5,674,200 

张文昇 2,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0,000 

高丽萍 616,130 人民币普通股 616,130 

李安安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丁沂 595,062 人民币普通股 595,062 

任唯一 5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58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张文昇先生与张文东先生为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公司其他股东相互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安安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00,000 股股份；股东任唯一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 206,900 股股份。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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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或本期金额） （或上期金额） 

货币资金 336,101,631.53 148,271,145.96 126.68% 
因期末一部分理财到期，由其他流动资产转入

货币资金所致。 

应收票据 0 50,000.00 -100.00% 期初的银行承兑汇票于本期到期收回所致。 

应收账款  44,821,334.12  31,905,782.35 40.48% 因本月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6,484,353.52      本期为新增对Audeze LLC的投资。 

在建工程 124,746,958.00  93,005,494.58  34.13% 因本期增加对工业园二期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8,310,538.58  5,948,246.53  39.71% 
主要因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和可抵扣亏

损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6,853,466.00  8,349,210.78  101.86% 因本期末欠货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656,721.52  9,618,679.54  -41.19% 
因本期利润减少导致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

致。 

实收资本（或股本） 588,000,000.00  294,000,000.00  100% 因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销售费用 43,017,822.64 28,776,053.57  49.49% 
主要因本期加大了空气净化器系列产品的广

告投入。 

财务费用 61,090.10 -2,034,205.57  -103.00% 
主要因本期的存款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709,752.04 1,833,181.65  47.82% 
主要因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及存货

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29,631,413.88 45,438,687.37  -34.79% 

主要因本期理财本金减少及理财利率下降所

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896,596.51  1,389,069.70  108.53% 
主要因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额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4,343,436.20  13,084,293.10  -66.80% 

主要因本期到期的3个月以上定期存款金额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0,343,259.81  38,481,197.14  134.77% 

主要因本期存入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金额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7,782,763.57  56,332,863.35  -32.93% 
本期支付的工业区园二期工程款较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6,693,332.65      为本期实际支付的对Audeze LLC的投资款。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52,800,000.00  2,287,000,000.00  -32.10% 本期支付的理财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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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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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投资主体 理财产品 
金额 

（万元）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实际/预计收

益（万元） 

1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5年JG928期 

8,050 

（超募资金） 

2015年11月4日 

2015-065 
136.85 

2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

车进取4号 
10,000 

2015年11月13日 

2015-067 
216.99 

3 公司 
兴业银行金雪球2014年第3期非保本浮动收益

型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60D)03002 
5,000 

2015年11月25日 

2015-068 
38.84 

4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

车进取4号 
5,000 

2015年11月26日 

2015-069 
108.49 

5 东莞漫步者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

车进取4号 
5,000 

2015年11月26日 

2015-069 
108.49 

6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天溢金对公机构A款

（一天） 
17,000 

2015年11月26日 

2015-069 
1.47 

7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天溢金系列理财产品 17,000 
2015年11月26日 

2015-069 
377.21 

8 北京爱德发 招商证券智远避险避险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 
2015年11月26日 

2015-069 
235.00 

9 公司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182天 
5,200 

（超募资金） 

2015年12月31日 

2015-070 
98.53 

10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

车进取4号 
3,000 

2016年1月6日 

2016-001 
65.10 

11 北京爱德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

车进取4号 
10,000 

2016年1月20日 

2016-002 
221.92 

12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

车进取4号 
4,000 

2016年1月28日 

2016-003 
86.79 

13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186天安赢第089期对

公款 

10,000 

（超募资金） 

2016年3月7日 

2016-007 
175.81 

14 公司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182天安赢第093期对

公款 

19,500 

（超募资金） 

2016年4月2日 

2016-009 
335.45 

15 公司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3,200 

（超募资金） 

2016年4月16日 

2016-010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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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主体 理财产品 
金额 

（万元）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实际/预计收

益（万元） 

16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6年JG321期 

8,300 

（超募资金） 

2016年5月6日 

2016-026 
23.24 

17 公司 浦发银行现金管理2号 10,400 
2016年5月13日 

2016-027 
11.48 

18 北京爱德发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4号 6,000 
2016年5月31日 

2016-029 
112.44 

19 东莞漫步者 招商银行日益月鑫理财计划B款 2,000 
2016年5月31日 

2016-029 
18.10 

20 东莞利发爱尔 招商银行日益月鑫理财计划B款 600 
2016年5月31日 

2016-029 
5.48 

21 公司 民生银行半年增利理财产品第235期对公款 27,000 
2016年5月31日 

2016-029 
530.83 

22 公司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6号 5,500 
2016年7月6日 

2016-032 
206.14 

23 公司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4,200 
2016年7月6日 

2016-032 
32.02 

24 北京爱德发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4号 5,000 
2016年7月6日 

2016-032 
92.47 

25 北京爱德发 浦发银行财富班车进取4号 10,000 
2016年9月8日日 

2016-045 
184.93 

26 公司 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超募资金） 

2016年9月8日日 

2016-046 
133.15 

27 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日益月鑫理财计划 800 
2016年10月13日 

2016-048 
2.10 

28 东莞利发爱尔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日益月鑫理财计划 500 
2016年10月13日 

2016-048 
1.32 

29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6,000 
2016年10月13日 

2016-048 
待定 

30 北京爱德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4,000 
2016年10月13日 

2016-048 
待定 

31 公司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24,300 

（超募资金） 

2016年10月13日 

2016-049 
357.44 

注：“A”为预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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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投资美国 Audeze LLC 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09 月 03 日 
证券时报 B64、中国证券报 B039；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6-044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张文东、

肖敏、王

九魁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

之日（2008 年 2 月

20 日），本人未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贵公司相竞

争的业务；在本人

持有贵公司 10%以

上股份（含 10%股

份）期间、或作为

贵公司第一大股东

期间、或本人在公

司任职及离职后三

年内，不从事与贵

公司相竞争的业

务。本人愿意承担

由于违反上述承诺

给贵公司造成的经

济损失、索赔责任

及额外的费用支

出。 

2008年 02月 20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张文东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

文东控制的北京爱

迪发科技有限公司

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承

诺：截至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2008 年

2 月 20 日），本公

司并未以任何方式

2008年 02月 20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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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贵公司相竞争的业

务，并未拥有从事

与贵公司可能产生

同业竞争企业的任

何股份、股权或在

任何竞争企业有任

何权益；将来不会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贵公司

相竞争的业务，不

会直接或间接投

资、收购竞争企业。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其他承诺 

超募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及为他

人提供财务资助。 

2016年 05月 25日 

2016 年 5

月 25 日至

2017 年 5

月 24 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0.00% 至 0.00%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7,053.52 至 10,076.46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076.4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随着空气净化器新品的推出，总体收入出现上升。 

2、空气净化器新品的研发及推广将增加成本费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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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9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及未来发展方向等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文东 

 

二O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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