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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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伟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玲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国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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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6,051,643.44 3,634,310,612.28 -3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441,948.56 172,109,185.23 -11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8,231,832.91 89,338,272.75 -17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5,254,214.61 37,585,815.63 898.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1 -1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1 -1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2.46%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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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0,557,445.51 18,335,875,515.57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14,295,611.94 6,300,744,089.7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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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9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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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7,9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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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96,661.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81,067.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04,688.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63,125.29  

合计 37,789,88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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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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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7% 520,705,950 0   

安徽飞亚纺织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9% 129,058,312 0   

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62,923,500 0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上海爱建信托－爱

建信托欣欣 7 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3.91% 59,429,476 0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万向信托－万向信托－

星辰 39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91% 59,429,476 0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78% 27,119,969 0   

富荣基金－深圳市前海富银城投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富荣卓越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7% 26,927,100 0   

上海景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熙－长阳 9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6% 26,814,586 0   

泰达宏利基金－招商银行－长安国际信托－长

安信托·华孚色纺定增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71% 25,921,002 0   

富安达基金－南京银行－厦门国际信托－财富

共赢 16 号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6% 23,77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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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控股有限公司 520,705,950 人民币普通股 520,705,950 

安徽飞亚纺织有限公司 129,058,312 人民币普通股 129,058,312 

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 62,9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62,923,500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上海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 7 号定向增

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59,429,476 人民币普通股 59,42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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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基金－工商银行－万向信托－万向信托－星辰 39号事务管理类单

一资金信托 
59,429,476 人民币普通股 59,429,476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27,119,969 人民币普通股 27,119,969 

富荣基金－深圳市前海富银城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荣卓越 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26,92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27,100 

上海景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熙－长阳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6,814,586 人民币普通股 26,814,586 

泰达宏利基金－招商银行－长安国际信托－长安信托·华孚色纺定增单

一资金信托 
25,921,002 人民币普通股 25,921,002 

富安达基金－南京银行－厦门国际信托－财富共赢 16号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23,771,790 人民币普通股 23,771,7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安徽飞亚纺织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专用

账户，其他流通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

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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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安徽飞亚纺织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华孚时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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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6,864,413.45 597,752,485.16 -52.01% 主要系期末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5,299,495.89   141,320,594.07  38.20% 主要系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06,981,366.39      67,790,773.32  57.81%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5,667,531.45      74,677,670.91  -79.02% 
主要系期末应交未交所得税余额减少所

致。 

递延收益    167,620,895.38     100,148,483.72  67.37% 主要系本期递延收益增加所致。 

2. 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2,306,051,643.44   3,634,310,612.28  -36.55% 主要系本期销售业务量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2,169,052,847.58   3,254,753,101.89  -33.36% 主要系本期销售业务量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32,155,535.93      55,666,004.02  -42.23% 主要系本期物流费用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22,725,228.36      17,033,582.96  33.41%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1,331,889.51      94,110,134.75  -34.83%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益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9,097,302.03      65,618,661.25  -86.14% 主要系本期政补贴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748,209.67        7,503,945.00  -50.05% 主要系期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97,309.21        1,574,058.90  -125.24%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营业外收入       4,882,746.02        1,416,166.03  244.79% 主要系本期合同违约金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79,295.60         390,229.10  48.45%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945,898.33     13,382,944.56  -40.63% 
主要系本期利润额下降，致本期企业所得

税费用相应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变动原因说明: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5,254,214.61元，增幅为898.39%，主要系本期回款增加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4,682,698.62元，减幅为196.65%，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回款所致。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64,909,152.67元，增幅为121.58%，主要系本期到期归还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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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和2019年4月2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和2019年4月3日公布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司后续会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公布该事项进展情况。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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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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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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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期货

公司 

非关

联方 
否 

棉花等

期货合

约 

 

2020 年

01 月 01

日 

2020 年

03 月 31

日 

41,427,40

9.97 

850,691,0

69.86 

835,951,4

42.93 
 

56,167,

036.9 
0.90% 

34,105,

031.01 

合计 -- -- -- 
41,427,40

9.97 

850,691,0

69.86 

835,951,4

42.93 
0 

56,167,

036.9 
0.90% 

34,105,

031.01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筹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 年 04 月 25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 年 05 月 16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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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

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的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

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

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及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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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