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689 900922                     公司简称：上海三毛 三毛 B股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三毛 600689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毛B股 9009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志宇 吴晓莺 

电话 021-63059496 021-6305949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斜土路791号 上海市斜土路791号 

电子信箱 zhouzy@600689.com wuxy@600689.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704,091,219.44 723,837,580.39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8,121,086.13 464,754,450.44 -1.4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86,330.05 -25,047,454.4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545,935,097.48 611,560,474.55 -1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35,549.62 10,597,960.40 -13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14,619.07 -2,455,212.1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2.27 减少3.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53 -137.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53 -137.7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270（A股 23583；B股 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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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5.95 52,158,943 0 无 0 

BNP PARIBAS(ACTING 

THROUGH ITS HONGKONG 

BRANCH)    

其他 2.49 5,000,000 0 未知   

PICTET & CIE (EUROPE) 

S.A.  

其他 2.34 4,694,795 0 未知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52 1,043,301 0 无 0 

秦飞 境内自然人 0.50 1,007,800 0 无 0 

林兰 境内自然人 0.36 716,000 0 无 0 

谢作纲 境内自然人 0.34 677,550 0 未知   

俞文灿 境内自然人 0.32 650,000 0 未知   

张效生 境内自然人 0.32 640,218 0 未知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28 561,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公司以保持整体经济运行平稳

有序为工作重心，全力防控风险，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 1-6月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4,593.51 61,156.05 -1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3.55 1,059.80 -13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21.46 -245.52 不适用 

 



报告期内，因疫情原因，公司各主营业务板块均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营业收入较

去年同期减少约 10.73%，其中，进出口贸易出运量较同期减少较为显著，是造成营业收入

减少的主要原因。利润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3.55 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38.08%，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公司出售了上海茂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0%股权，增加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约 1100万元，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后，公司上半年较同

期增加亏损约 75.94万元。 

公司上半年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扎实深耕基础，稳固主营业务 

1. 进出口贸易 

受疫情在全球蔓延及中美经贸摩擦的叠加影响，进出口贸易外部环境严峻，对公司进出

口贸易业务的影响显现。原下属销售分公司受严峻贸易形势经营持续低迷，公司在报告期内

对其实施清算注销，部分业务并入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三进进出口有限公司运营。受此影响，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进出口贸易板块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43066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3.66%。上半年进出口贸易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对欧洲、美国贸易量萎缩。从公司进出口

总值（美元）完成情况看，一季度同比下降 12.87%，二季度同比下降 3.52%，进出口贸易业

务呈现降幅收窄的趋势。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蔓延扩散阶段，下半年进出口贸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公司将持续

关注、全力应对，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协调，努力稳定外贸基本盘。 

2. 安防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安防服务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9163万元，较去年同期小幅增长约 2.84%；

利润总额为 298 万元，较同期减少约 14.24%。因技防业务客户流失，技防业务利润与同期

相比的影响数约为-110 万元。上半年，公司安防业务呈现人防业务稳步发展，技防业务收

缩显著的特点。 

疫情期间，人防业务作为抗疫一线的组成之一，下属企业全力以赴压实疫情防控工作责

任，为客户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墙。虽然疫情对人防业务在用工人数、短期临保业务开展等方

面有一定负面影响，但长期人防业务较为稳定，前五名主要客户收入较同期增长约 6.63%。

下半年，安防服务将持续以客户服务为导向，以优质的服务质量切实贴合客户需求，做好重

点项目的续签工作。 

3. 物业园区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物业园区租赁实现各项收入 1298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3.37%，主

要原因系公司因疫情对部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租户适度减免租金所致。此外，疫情也对部

分园区的招租工作造成一定负面影响，部分园区的空置率上升明显，减少了该业务板块的总

体收入。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根据市场情况，制定相应招租方案，以促进空置率下降。 

 

（二）持续清理调整，巩固改革成果 

为推进公司产业布局的调整，聚焦发展重点和优势企业，公司继续推进处置与主业契合

度低、投资回报不佳的投资项目，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巩固改革成果。上半年开展的主要

工作如下： 

公司名称 资产及经营情况 处置方式及对公司的影响 

宝鸡凌云万正

电路板有限公

宝鸡凌云公司年销售规模约

2000 万元，历史经营业绩不稳

截至报告日，公司已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

出售给非关联方宝鸡安亿迪科技有限公司。



司 65.44%股权 定，利润贡献微薄。2019 年 4

月该公司生产厂房租期届满，面

临生产搬迁及生产设备更新。 

股权转让完成后，宝鸡凌云公司退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对当期损益的最终影

响金额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注销清算上海

三毛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分公司 

受外部环境影响，销售分公司经

营效益不佳，连续两年亏损。公

司对外贸板块进行合并调整，注

销关闭销售分公司，并将部分业

务并入上海三进进出口有限公

司运营。 

截至报告日，公司已审议通过对销售分公司

实施清算注销的议案，目前销售分公司的注

销清算工作尚在进展中。本事项不会对公司

业务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调整事项有助于公司加速剥离非核心且盈利能力弱的资产，对降低管理成本、夯实

资产质量有促进作用，公司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此外，公司继续做好对外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关注项目动态，加强与相关方的沟通与

协作，分析或有风险因素并及时形成应对预案，以切实维护自身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

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

施行。根据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施行

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应当根

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即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报表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127,838,699.50  -127,838,699.50 

合同负债  122,898,196.02 122,898,196.02 

其他应付款 28,587,686.65 33,237,513.19 4,649,826.54 

其他流动负债 100,000.00 390,676.94 290,676.94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母公司报表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5,839,760.61  -5,839,760.61 

合同负债  1,198,825.94 1,198,825.94 

其他应付款 19,140,462.74 23,779,587.89 4,639,125.15 

其他流动负债  1,809.52 1,809.52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