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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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世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兰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根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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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不存在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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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976,140.98 1,975,196,092.31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0,511,111.61 1,301,834,988.37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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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975,006.55 33.28% 802,228,479.88 1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600,574.31 232.02% 38,676,123.24 2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011,020.18 179.60% 24,080,936.05 15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357,227.51 69.91% 82,959,979.10 48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4 231.73% 0.0490 2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4 231.73% 0.0490 2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2.75% 2.93% 5.3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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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6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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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8,925.0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23,619.9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017,961.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858.46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4,978.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1,859.28 

合计 14,595,187.19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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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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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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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28% 341,786,09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77% 219,279,626    

张世权 境内自然人 3.34% 26,391,580 19,793,685   

李洪泉 境内自然人 0.97% 7,632,463    

顾雷勇 境内自然人 0.37% 2,905,400    

北京梵客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1,917,266    

黄宗翔 境内自然人 0.24% 1,863,300    

金秀莲 境内自然人 0.18% 1,435,309    

陈文萍 境内自然人 0.12% 920,755    

段孝义 境内自然人 0.11% 862,5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1,786,098 人民币普通股 341,786,09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9,279,626 
境外上市外资股 216,399,450 

人民币普通股 2,880,176 

李洪泉 7,632,463 人民币普通股 7,632,463 

张世权 6,597,895 人民币普通股 6,597,895 

顾雷勇 2,90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5,400 

北京梵客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1,917,266 人民币普通股 1,917,266 

黄宗翔 1,86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3,300 

金秀莲 1,435,309 人民币普通股 1,435,309 

陈文萍 920,755 人民币普通股 920,755 

段孝义 8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86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张世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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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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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比重增减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165,505,449.48 8.50% 130,823,115.52 6.62% 1.88% 

应收账款 392,605,066.13 20.15% 398,848,776.89 20.19% -0.04% 

应收账款融资 146,881,647.55 7.54% 141,483,082.75 7.16% 0.38% 

存货 215,708,362.02 11.07% 216,838,013.54 10.98% 0.09% 

固定资产 675,416,701.38 34.67% 716,268,848.51 36.26% -1.59% 

在建工程 163,139,079.90 8.37% 118,148,294.12 5.98% 2.39% 

应付账款 308,242,444.63 15.82% 353,444,997.15 17.89% -2.07%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构成无重大变动。 

2、合并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 

营业收入 802,228,479.88 686,835,516.68 16.80% 

销售费用 51,783,622.85 68,817,873.76 -24.75% 

管理费用 46,186,446.03 49,651,446.21 -6.98% 

财务费用 3,136,812.81 1,752,264.67 79.01% 

投资收益 223,619.99 927,949.33 -75.9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317,030.93 -1,302,921.78 277.8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9,489,071.01 -1,651,818.68 -474.46% 

所得税费用 1,693,654.84 -1,265,518.58 233.83% 

本报告期数据较上年同期增减幅度超过30%的原因分析：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02,228,479.88元，同比上升 16.80%；毛利率为 23.45%

（上年同期：16.90%），主要系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和，经济逐步复苏，带动汽车销

量上升，使得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尤其部分盈利较好的业务增长好于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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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销售费用为人民币 51,783,622.85 元，同比下降 24.75%，主要系三包费减少所

致。管理费用为人民币 46,186,446.03元，同比下降 6.98%，主要系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

政府减免企业社保支出使得公司职工薪酬支出减少所致。财务费用为人民币3,136,812.81元，

同比上升 79.01%，主要系利息费用增加所致。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223,619.99 元，同比下降

75.90%，主要系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金额减少，相应导致收益减少。 

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为人民币 2,317,030.93元（上年同期：人民币-1,302,921.78 元），

主要系收回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人民币 3,017,961.67元所致。资产减值损

失为人民币-9,489,071.01 元（上年同期：人民币-1,651,818.68 元），主要系对呆滞存货计

提了跌价准备。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 1,693,654.84元（上年同期：人民币-1,265,518.58元），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84,234,992.01 485,779,401.43 -0.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1,275,012.91 471,524,937.48 -1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959,979.10 14,254,463.95 481.9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7,706,456.64 136,545,058.98 -21.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1,727,578.65 199,238,941.43 -38.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21,122.01 -62,693,882.45 77.6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5,000,000.00 218,700,000.00 2.8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4,095,289.12 178,411,688.67 53.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95,289.12 40,288,311.33 -221.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909,549.69 -7,930,316.56 351.06% 

本报告期数据较上年同期增减幅度超过30%的原因分析：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82,959,979.10元，同比上升481.99%，

主要系收到预付租金、收回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及收到政府补助增加了现金流入，及采购材

料的现金支出减少综合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14,021,122.01元，同

比上升77.64%，主要系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现金支出减少综合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49,095,289.12元，同比下降221.86%，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的现金支出

增加所致；综上，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人民币19,909,549.69元，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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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6%。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

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世宝控股 
股份限

售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上述期限届

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012-11-02 2015-11-02 
 

2015-11-02

及之后作为

公司控股股

东期间 

正在履行中 

张世权

[注]、 

张宝义、 

汤浩瀚、 

张兰君、 

张世忠 

股份限

售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世权、张宝义、汤

浩瀚、张兰君和张世忠还承诺自公司本

次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所持世宝控股的出资，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世宝控股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世宝控

股出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其在离任浙江

世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世宝控股的出资。 

2012-11-02 2015-11-02 
 

2015-11-02

及之后作为

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 

正在履行中 

张世权 
股份限

售承诺 

发行人股东张世权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

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

世权还承诺在上述期限届满后，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2-11-02 2015-11-02 
 

2015-11-02

及之后作为

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 

正在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注]：经 2020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张世权先生作为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作出的“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世宝控股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世宝控股出资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自

愿锁定承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作出的其余锁定承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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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816.29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231.8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775.9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汽车液压助力转向器扩产
项目 

否 12,800 12,800 0.00 13,065.82 102.08 
2016年 

12月31日 
1940.16 否 否 

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
工建设项目 

[注 2] 20,000 20,000 0.00 13,353.85 66.77 [注2] 不适用 [注 1] [注 2] 

汽车转向系统研发、检测及
试制中心项目 

否 4,000 4,000 0.00 4,203.20 105.08 
2016年 

12月31日 
不适用 [注 1] 否 

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
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
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 

否 34,000 29,016.29 6,231.83 27,153.03 93.58 
2020年 

12月31日 
[注 1] [注 1] 否 

合计 -- 70,800 65,816.29 6,231.83 57,775.9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汽车液压助力转向器扩产项目同系 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和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预计实现净利润 7,035.24 万元，受市场变化、技术升级等因素影响，
2014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调整后预计实现净利润 5,700.5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约
1,940.16万元，主要原因是销量下滑及售价下降使得利润下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实际以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 4,976.74 万元，经 2015年 2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分别于 2015年 2月 12 日和 2015年
3月 23 日用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书面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不超过 2.3亿元（含 2.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实际使用了人民币 2.1亿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款项已于 2020年 6月 4日之前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0年 6月 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书面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不超过 5,000万元（含 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实际使用了人民币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3,5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333.25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 万元。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汽车转向系统研发、检测及试制中心项目和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年产 210 万件（套）

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注 2]：经本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日及 2020 年 1 月 13 日分别召开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终止“汽车零部件精密

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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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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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00   

合计 3,020.00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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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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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世权 

 

2020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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