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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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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沈汉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华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汪淑英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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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9,166,999.13 3,709,309,697.97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48,194,058.31 2,549,337,994.11 -0.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231,567.57 250,269,255.14 -11.20 

营业收入 1,406,126,157.57 1,556,518,589.81 -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794,087.33 261,114,011.46 -3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602,384.53 231,918,029.10 -34.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1 11.03 
减少 3.72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85 -3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85 -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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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4,818.85 367,572.33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44,505.13 23,441,077.20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078,482.69 24,755,987.23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754.29 -13,978,798.90 - 

所得税影响额 -1,705,431.26 -7,394,135.06 - 

合计 6,788,983.42 27,191,702.80 -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45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沈汉标 127,121,300 40.8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妙玉 80,766,000 25.9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1,002,980 3.5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创业板两年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078,199 1.63 0 无 0 未知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4,694,269 1.51 0 无 0 未知 

詹缅阳 4,239,272 1.36 0 无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嘉和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16,671 1.16 0 无 0 未知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3,610,000 1.16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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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拓安（安徽）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德制造业（安徽）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3,549,245 1.14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养老产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60,279 0.89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沈汉标 127,1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121,300 

王妙玉 80,7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766,000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11,002,98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2,98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创

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078,199 人民币普通股 5,078,199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694,269 人民币普通股 4,694,269 

詹缅阳 4,239,272 人民币普通股 4,239,27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嘉和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16,671 人民币普通股 3,616,671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3,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0,000 

建投拓安（安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中德制造业（安徽）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3,549,245 人民币普通股 3,549,2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养

老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60,279 人民币普通股 2,760,2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沈汉标与王妙

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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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爆发的大型“黑天鹅”事件，公司快速响应，在贯彻既定发展战略

的基础上增加执行弹性，实现经营情况的平稳过渡及逐渐改善。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6

亿元，同比下降9.66%，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1.87亿元、5.53亿元、6.66亿元，同比下降48.30%、

下降3.81%、增长7.53%，各季度营收环比同比都呈现向好态势，在第一季度面临较大挑战的情况

下，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实现良好的复苏势头，并在第三季度实现了营收的单季度正增长。 

品类销售情况。报告期内，公司衣柜及全屋产品、橱柜产品、木门产品、成品配套产品、门

窗产品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1.74亿元、9,295万元、2,779万元、4,878万元、3,165万元，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分别为85.37%、6.76%、2.02%、3.55%、2.30%。延展品类占比继续提升，增速好于衣柜

及全屋产品，并助力好莱客作为泛全屋定制零售服务商，继续提供整体生活空间解决方案。 

渠道销售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经销、直营、大宗业务收入分别为12.49亿元、4,675万元、4,450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90.82%、3.40%、3.24%。零售业务继续作为公司核心渠道，大

宗业务作为重要战略补充、得到积极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39.23%，同比减少0.98个百分点；公司各季度实现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1,722万元、9,393万元、1.03亿元，同比下降144.81%、14.88%、8.24%；各季度扣非

后归母净利润为-1,738万元、7,368万元、9,630万元，同比下降158.25%、25.46%、6.72%；第二季

度扭转了一季度业绩亏损的局面，第三季度的盈利情况得到持续改善。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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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673,475,479.20 507,022,188.86 32.83 
主要是报告期内赎回部

分理财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40,329,422.02 1,020,789,931.58 -37.27 
主要是报告期内赎回部

分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6,670,307.82 520,611.84 1,181.2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大

宗业务商业承兑汇票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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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47,209,022.84 28,559,501.09 65.30 

主要是报告期内部分大

宗业务验收确认应收款

所致。 

其他应收款 59,176,902.62 7,139,639.39 728.85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资

本合作意向金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4,899,066.47 - -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出

租房产所致。 

固定资产 1,419,281,653.70 1,023,282,367.84 38.70 

主要是报告期内惠州子

公司三期立库及从化子

公司厂房建筑等在建工

程完工转固所致。 

在建工程 249,727,122.55 554,888,884.31 -55.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惠州子

公司三期立库及从化子

公司厂房建筑等在建工

程完工转固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2,618,894.33 37,308,876.84 -39.37 
主要是报告期内长期待

摊费用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674,527.06 14,577,121.76 55.55 

主要是报告期内确认资

产补助递延收益和湖北

子公司可抵扣亏损所致。 

预收款项 - 132,327,530.62 - 

主要是报告期内执行新

收入准则，由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141,386,785.79 - - 

主要是报告期内执行新

收入准则，由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607,092.63 1,050,000.00 -42.1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可

转换债券利息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675,839.58 20,824,829.55 37.70 

主要是报告期内确认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

致。 

库存股 162,268,100.91 79,985,448.32 102.87 
主要是报告期内回购公

众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928,266.31 191,760.52 -6,841.88 
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6,228,090.53 24,022,099.79 -32.45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少数

股东权益变动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重大变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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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90,686,148.24 68,621,011.22 32.16 
主要是报告期内咨询费、薪

酬及折旧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5,958,577.90 1,648,288.89 868.19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可转换

债券利息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949,534.40 - - 
主要是报告期内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科目调整披露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1,391,344.46 - 
主要是报告期内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科目调整披露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8,552.81 5,106.07 -463.35 
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

产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210,269,298.33 305,204,078.84 -31.11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营业

利润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579,556.75 2,054,566.76 414.93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较多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682,488.93 307,760.33 4,995.68 
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

影响，产生停工损失所致。 

利润总额 205,166,366.15 306,950,885.27 -33.16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利润

总额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3,166,288.08 52,996,882.92 -37.42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利润

总额减少所致。 

净利润 172,000,078.07 253,954,002.35 -32.27 

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净利

润减少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286,184.67 - -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

收到增值税增量留抵退

税款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54,090.00 37,703.42 43.46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

固定资产处置款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 2,500,000.00 -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业

绩补偿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223,584,289.74 380,209,933.48 -41.19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工

程及设备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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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50,000,000.00 - -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资

本合作意向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4,364,952.38 -893,425,942.69 115.04 

主要是报告期内理财产

品赎回金额大于上年同

期赎回金额，而购买金

额小于上年同期购买金

额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 6,530,000.00 -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少

数股东投资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000,000.00 624,340,000.00 -99.68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发

行可转换债券资金所

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2,000,000.00 630,870,000.00 -99.68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发

行可转换债券资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0,137,904.23 431,299,472.59 -144.08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发

行可转换债券资金所

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4,425.58 -480,971.08 97.00 

主要是报告期内外币账

户汇率折算差异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66,444,190.14 -212,338,186.04 178.39 

主要是报告期内赎回部

分理财产品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673,356,379.00 246,141,531.20 173.56 

主要是报告期内赎回部

分理财产品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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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回购社会公众股 

2019年11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5,000万元至3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1,002,98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5348%，购买

的最高价为19.62元/股，最低价为13.49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62,268,100.91元（不含印花税、佣金

等交易费用）。 

（2）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13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63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30亿元，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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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书﹝2019﹞181号同意，公司发行的6.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8月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转债简称为“好客转债”，转债代码为“113542”。“好客转债”转股期起止日

为2020年2月12日至2025年7月31日，最新转股价格为16. 27元/股。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累计共有27,199,000元“好客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

计转股数为1,671,63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5399%。截至2020年9月30日，

累计共有27,255,000元“好客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674,99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5410%，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02,745,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5.6738%。 

（3）签订《资本合作意向书》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与骆正任先生、杨琴女士、骆柏韬先生、骆柏杨先生（以

下简称“甲方”）、湖北千川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在广东省

广州市签订了名称为《资本合作意向书》的框架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的方式收购甲方持

有的目标公司51%的股权。 

本次签订的《资本合作意向书》为框架性协议，仅为各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

战略性、框架性约定。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在尽职调查完成后，若各方

达成具体合作内容将签署正式协议，具体合作内容以届时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具体内容详见2020

年7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的《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资本合作意向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0-05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汉标 

日期 2020年 10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