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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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国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洪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洪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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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1,172,327.24 521,693,465.57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231,156.75 81,050,779.98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824,868.81 74,034,671.34 -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819,056.22 313,269,876.77 -15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2.28%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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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3,919,857.76 4,702,428,440.70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40,423,525.15 3,564,192,368.4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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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8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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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3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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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4,361.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5,995.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35,340.28  

合计 9,406,28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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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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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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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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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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国芳 境内自然人 37.41% 313,111,710 234,833,782 质押 16,637,674 

陈国红 境内自然人 14.49% 122,123,238 91,592,428 质押 75,533,200 

大成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社保基

金 17011 组合 

其他 3.94% 33,195,889    

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 18,768,332    

深圳市富安娜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第 1 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2.12% 17,869,151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恒

利三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09% 17,597,974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欧价值发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0% 11,815,136    

上海宽远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宽

远价值进取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0% 11,000,077    

中国农业银行股 其他 1.19% 10,0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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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大

成睿享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平安基金－中国

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平安人寿－平安

基金权益委托投

资 2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境外自然人 0.86% 7,21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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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国芳 78,277,928 人民币普通股 78,277,928 

陈国红 30,530,810 人民币普通股 30,530,81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 17011 组合 
33,195,889 人民币普通股 33,195,88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768,332 人民币普通股 18,768,332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17,869,151 人民币普通股 17,869,15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

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7,597,974 人民币普通股 17,597,97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815,136 人民币普通股 11,815,136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宽

远价值进取证券投资基金 
11,000,077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7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22,227 人民币普通股 10,022,227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

资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217,702 人民币普通股 7,217,7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合计持有公司 51.9%的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一致行动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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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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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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期初差额 变动 

货币资金 408,054,107.60 742,312,198.22 -334,258,090.62 -45.03% 

应收账款 126,012,150.78 214,484,037.79 -88,471,887.01 -41.25% 

其他应收款 58,299,234.10 40,303,592.74 17,995,641.36 44.65% 

其他流动资产 15,327,759.48 6,663,403.52 8,664,355.96 130.03% 

其他非流动资产 6,828,327.03 5,187,921.15 1,640,405.88 31.62% 

短期借款 - 50,166,666.67 -50,166,666.67 -100.00% 

应付账款 290,657,341.01 451,340,793.94 -160,683,452.93 -35.60% 

应交税费 64,718,591.68 96,283,014.24 -31,564,422.56 -32.78% 

其他流动负债 2,062,168.98 152,380,753.05 -150,318,584.07 -98.65% 

1. 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45.03%，主要是到期解付银行承兑汇票，另外为购买理财产品、偿还短期借款本

金及利息； 

2. 应收账款比期初减少41.25%，主要是本期收到2019年末及本期销售回款； 

3.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44.65%，主要是个人预借支付门店房租、装修工程、水电发票未结算等日常往

来款； 

4. 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长130.03%，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和留抵税额增加； 

5. 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增长31.62%，主要是新增预付购建长期资产款； 

6. 短期借款比期初减少100%，主要是归还短期借款本金及利息； 

7. 应付账款比期初减少35.60%，主要是支付2019年年末及本期供应商货款； 

8. 应交税费比期初下降32.78%，主要是本期缴纳前期计提税费； 

9. 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下降98.65%，主要是到期解付银行承兑汇票。 

（二）、利润表变动说明 

项目  本年累计金额   上年累计金额  累计增减额 累计增减率 

营业收入 511,172,327.24 521,693,465.57 -10,521,138.33 -2.02% 

管理费用 25,172,267.16 18,657,667.21 6,514,599.95 34.92% 

财务费用 -894,804.50 3,648,218.95 -4,543,023.45 -124.53% 

其他收益 1,369,752.85 984,003.06 385,749.79 39.20% 

投资收益 14,858,906.68 7,237,380.26 7,621,526.42 105.3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644,545.16 - -6,644,545.16 -100.00% 

信用减值损失 586,648.29 9,436,379.76 -8,849,731.47 -93.78% 

净利润 76,231,156.75 81,050,779.98 -4,819,623.23 -5.95% 

1. 管理费用比上期增长34.92%，主要是水电物管费、折旧及长摊费用增加； 

2. 财务费用比上期减少124.53%，主要是同期支付短期借款利息和贴现手续费； 

3. 其他收益比上期增长39.20%，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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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收益比上期增长105.31%，主要是理财产品到期，收益增加； 

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期减少100%，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6. 信用减值损失比上期减少93.78%，主要是本期冲回前期坏账计提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说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5,612,853.03 1,098,850,100.54 -633,237,247.51 -57.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2,431,909.25 785,580,223.77 -133,148,314.52 -16.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819,056.22 313,269,876.77 -500,088,932.99 -159.6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90,520,573.35 460,142,380.26 330,378,193.09 71.8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6,294,642.49 327,801,637.34 418,493,005.15 127.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25,930.86 132,340,742.92 -88,114,812.06 -66.5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101,000,000.00 -101,000,000.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745,722.22 277,741,671.16 -226,995,948.94 -81.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745,722.22 -176,741,671.16 125,995,948.94 71.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3,338,847.58 268,868,948.53 -462,207,796.11 -171.9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6,291,965.09 757,002,040.52 -400,710,075.43 -52.93%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159.64%，主要是：1）本期内供应商承兑汇票解付较上年同

期增长；2）相比上一年同期事项，本期内经销商回款同期减少。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66.58%，主要是本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增长71.29%，主要是本期无新增借款，另外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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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林国芳先生的《提议函》，具体内容如下：基于对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近期股票二级市场表现，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根据新修订的《公

司法》，提议，1、建议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2、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3、建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含）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含） 人民币20,000万元，回

购价格不超过（含）人民币9.5元/股（具体回购价格、金额、期限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研究确定）； 4、拟回购股份

的用途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5、提请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审议此事项（如需股东大会审批，则还应履行股东

大会审批程序）。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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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10,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97,000 75,000 0 

合计 107,000 8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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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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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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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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