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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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陶建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朝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朝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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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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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191,660.81 1,149,236,720.40 -1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92,818,253.10 690,947,162.0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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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05,107.71 -0.40% 299,468,708.02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725,231.57 -32.74% 25,032,331.40 -3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716,476.58 -40.22% 22,223,930.40 -37.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365,739.59 -74.24% 10,920,176.11 -8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5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5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0.76% 3.61% -1.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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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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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002.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11,508.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8,975.96  

合计 2,808,4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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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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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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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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建伟 境内自然人 37.50% 172,867,500 129,650,625 质押 152,959,998 

陶建锋 境内自然人 11.70% 53,928,904 40,446,678   

陶士青 境内自然人 5.73% 26,395,200 19,796,400 质押 17,81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76% 3,506,08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2% 3,316,320 0   

洛克化学（深圳）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3,015,980 0   

胡关跃 境内自然人 0.53% 2,453,298 0   

方宏忠 境内自然人 0.53% 2,434,200 0   

楼文浪 境内自然人 0.39% 1,806,257 0   

李慧 境内自然人 0.30% 1,3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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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建伟 43,216,875 人民币普通股 43,216,875 

陶建锋 13,482,226 人民币普通股 13,482,226 

陶士青 6,5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98,800 

李强 3,506,082 人民币普通股 3,506,08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316,320 人民币普通股 3,316,320 

洛克化学（深圳）有限公司 3,015,980 人民币普通股 3,015,980 

胡关跃 2,453,298 人民币普通股 2,453,298 

方宏忠 2,43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4,200 

楼文浪 1,806,257 人民币普通股 1,80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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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 1,38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陶建伟与陶建锋为兄弟关系，陶建伟与陶士青为姐弟关系，他（她）们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可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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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或上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98,291,296.04       272,711,191.12  -27.29%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以

及子公司对外投资增

加。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           61,47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预付款项      11,880,559.12            3,860,204.84  207.77% 主要是本期预付材料

及费用款较年初增

加。 

其他应收款        4,523,594.44            6,864,000.17  -34.10% 主要是本期收回部分

地块保证金。 

存货      86,170,067.84         62,386,295.84  38.12% 主要是本期按后期订

单及计划生产投入有

所加大。 

其他流动资产        2,613,399.30         15,191,752.43  -82.80%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发放贷款及垫

款 

                            -         195,410,994.14  -100.00%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57,227,979.00         22,177,979.00  158.04%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棒

杰医疗新增投资江苏

疌泉高特佳医疗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长期股权投资    147,770,697.36         79,312,953.33  86.31%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核算。 

投资性房地产      89,756,139.45         54,847,091.55  63.65% 主要是本期新增对外

出租房产，引起投资

性房地产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12,421.37               257,133.76  -56.28% 主要是本期末商位使

用费较年初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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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

产 

     27,886,060.44            4,266,514.94  553.60% 主要是本期预付工程

款增加。 

短期借款    144,672,856.00         97,000,000.00  49.15% 主要是本期新增了银

行短期贷款。 

预收款项      11,929,491.86            7,511,136.31  58.82% 主要是本期新增对外

出租房产，预收的房

屋租金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5,590,398.20         14,204,970.14  -60.64% 主要是本期支付应付

工资及年终奖等引起

期末余额较年初数减

少。 

应交税费        2,635,795.73            3,925,215.76  -32.85%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所

得税费用及房产税较

年初数有所减少。 

其他应付款        5,460,687.60            2,388,197.84  128.65% 主要是本期收取的投

标保证金较年初有所

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

债 

                            -                 367,5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其他综合收益                             -                 111,111.60  -100.00%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少数股东权益                             -         233,080,332.53  -100.00%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利息收入        7,965,519.63         11,964,716.65  -33.42%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贷款的利息收入较同

期减少。 

手续费及佣金

支出 

               5,403.18                    3,866.88  39.73% 主要是本期棒杰小贷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项

目增加。 

财务费用        3,200,035.85            4,819,167.70  -33.60% 主要是本期汇兑损失

较去年同期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273,222.14               643,074.60  -297.99% 主要是本期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减少。 

投资收益（损

失以“-”号填

列） 

       1,264,021.61               993,430.25  27.24%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确

认的投资收益较去年

同期有所增加。 

营业利润（亏

损以“-”号填

列） 

     30,768,736.07         50,472,635.95  -39.04%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

减少以及材料人工等

成本上升引起营业利

润减少。 

 营业外支出            399,448.83               850,205.68  -53.02%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

产处置损失计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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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收益科目 

 所得税费用        5,558,381.11            9,522,392.11  -41.63%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

减少引起所得税费用

减少。 

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

列） 

     28,527,731.92         43,066,222.87  -33.76%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

减少以及材料人工等

成本上升引起净利润

减少。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5,032,331.40         37,106,412.13  -32.54%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

减少以及材料人工等

成本上升引起该项目

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920,176.11       107,200,761.82  -89.81%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增加以及客户贷

款及垫款净增加额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82,108.73        -39,073,000.76  112.49% 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

收到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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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的议案》，同意棒杰医疗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参与投资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报告期内，棒杰医疗已完成首期出资额 1,200 万元的出资缴付工作，新希望医疗健康南

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相关工作在稳步推进中。 

    2018 年 8 月 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和《关于开设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年产 2,000 吨锦纶DTY和 1,200 吨包覆纱的技改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4,849.09 万元（含募

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变更用于全资子公司浙江姗娥针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姗娥针织”）年染整加工 7500 吨服装产品扩建项目；同意全资子公司姗娥针织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

次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并且同意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姗娥针织后续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开户银行签署相关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2018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4 日、2018 年 8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及签署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事项尚在推进中，待

相关事宜完成后另行公告。 

    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姗娥针织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4,849.09 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该

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对姗娥针织进行增资。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浙江姗娥针织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2018 年 9 月 14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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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持有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棒杰小贷”)股权比例为 30%；2018 年 9 月，棒杰小

贷第三届董事会产生后，公司原推荐的棒杰小贷董事长陶建锋先生、董事刘朝阳先生换届离任董事职务，致由公司提名当选

的董事人数占棒杰小贷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下，故公司对棒杰小贷的经营方针、决策和经营管理层的任免不再具有

主导作用，不再构成对棒杰小贷经营的实际控制。公司自 2018 年 9 月起，不再将原控股子公司棒杰小贷纳入公司财务报

表合并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2018 年 9 月 1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新希望医疗健

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 
2017 年 12 月 26 日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参与投资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73）。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2018 年 08 月 04 日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1）。 

2018 年 08 月 21 日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18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3）。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姗

娥针织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2018 年 08 月 28 日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姗娥针织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姗娥针织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14 日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姗娥针织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39）。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18 日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0）。 

2018 年 09 月 19 日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变更的补充公告》（公告编

号：2018-042）。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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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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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50.00% 至 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413.07 至 4,826.13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826.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国内外市场变化的影响，公司本年度外销收入有所减少；人工、材料成

本费用上升，公司毛利率下降等因素引起业绩变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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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建伟 

2018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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