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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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聪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景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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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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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961.30 580,719.31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4,662.53 426,474.63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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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7.54 8,389.13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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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176,060.99 202,471.09 -1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54.63 38,069.29 -2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3.72 23,092.44 -73.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8.66 减少 2.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66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66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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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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9,757.79 233,9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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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8,871.97 26,456,0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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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76,821.31 34,894,863.63 

持有债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持有和处置债权投资、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4,109,009.42 163,351,473.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657.62 -2,330,369.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3.59 4,172.10 

所得税影响额 -3,203,792.62 -8,001,043.43 

合计 63,950,891.90 214,609,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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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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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308,768,140 53.73  质押 50,000,000 境外法人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8,650,000 4.99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5,150,000 4.38  质押 21,186,44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2,650,000 3.94  质押 18,2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智立方（泉州）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50,000 3.84  质押 14,2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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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3,623,749 2.37  未知  其他 

兴证证券资管－兴

业银行－兴证资管

鑫众76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9,804,613 1.71  未知  其他 

吴晓滨 8,142,554 1.42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陈培泉 7,500,000 1.31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UBS AG 7,138,062 1.24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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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8,768,140 人民币普通股 308,768,140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50,000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50,000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50,000 

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623,749 人民币普通股 13,623,749 

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

管鑫众 7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804,613 人民币普通股 9,804,613 

吴晓滨 8,142,554 人民币普通股 8,142,554 

陈培泉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UBS AG 7,138,062 人民币普通股 7,138,0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盾、泉州

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加贫及泉州市铂锐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加芽为兄弟关系； 

陈金盾、陈加贫、陈加芽与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美箸为兄妹关系； 

林聪颖为陈金盾的妹夫，为陈加贫、陈加芽、陈美箸的

姐夫；陈培泉为陈加贫之子。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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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8,714.70 15,003.00 -6,288.30 -41.91 

应收款项融资 460.00 86.80 373.20 429.95 

预付款项 6,300.90 3,544.43 2,756.47 77.77 

债权投资 5,149.59 - 5,149.59 - 

投资性房地产 42,807.34 32,423.48 10,383.86 32.03 

固定资产 35,254.18 51,347.25 -16,093.07 -31.34 

在建工程 5,748.30 2,838.04 2,910.26 102.54 

其他非流动资产 683.02 1,029.90 -346.88 -33.68 

短期借款 44,904.39 27,298.26 17,606.13 64.50 

应交税费 4,712.13 8,666.45 -3,954.32 -45.63 

其他流动负债 7,282.95 4,615.97 2,666.98 57.78 

递延收益 183.33 733.33 -550.00 -75.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97 18.15 -7.18 -39.56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6,288.30万元，减幅41.91%，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入减少导致应收客户货

款减少； 

应收款项融资较年初增加373.20万元，增幅429.95%，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客户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2,756.47万元，增幅77.77%，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的材料及成衣款增加，

以及预付管理咨询服务费增加所致； 

债权投资较年初增加5,149.59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较年初增加10,383.86万元，增幅32.03%，主要是报告期内自用房产出租所致； 

固定资产较年初减少16,093.07万元，减幅31.34%，主要是报告期内自用房产出租以及计提折

旧所致；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2,910.26万元，增幅102.54%，主要是报告期内供应链系统优化升级项目

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346.88万元，减幅33.68%，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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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17,606.13万元，增幅64.50%，主要是报告期内取得银行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3,954.32万元，减幅45.63%，主要是报告期内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2,666.98万元，增幅57.78%，主要是报告期内预计应付退货款增加

所致； 

递延收益较年初减少550.00万元，减幅75.00%，主要是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减少7.18万元，减幅39.56%，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贴息摊销

导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少所致。 

 

3.1.2利润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财务费用 3.14 1,029.44 -1,026.30 -99.69 

其他收益 1,362.27 1,013.69 348.58 34.39 

信用减值损失 -693.06 -300.66 -392.40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15,105.41 9,554.88 5,550.53 58.09 

营业外支出 470.41 141.17 329.24 233.22 

所得税费用 6,199.62 9,213.55 -3,013.93 -32.71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026.30万元，减幅99.69%，主要是报告期内融资贴息收入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48.58万元，增幅34.39%，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企业扶持金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392.40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减少冲减计提

的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5,550.53万元，增幅58.09%，主要是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存

货变现风险增加，导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329.24万元，增幅233.22%，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新冠疫情捐赠支

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013.93万元，减幅32.71%，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27.54 8,389.13  4,838.41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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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47.67 36,940.15 -15,392.48 -41.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15.61 -63,370.25 44,654.6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838.41万元，增幅57.67%，主要是受新冠疫

情的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但公司控制采购支出，以及缴纳税费的减少，从而导致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5,392.48万元，减幅41.67%，主要是报告期内

投资净额减少以及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4,654.64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增加，以及偿还债务和向股东分派现金红利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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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 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

盛投资”）与上海景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辉投资”）签署了《景林九盛

互联网时尚产业基金投资意向书》，发起设立互联网时尚产业基金（以下简称“景林九盛基金”），

投资于互联网时尚生活相关项目。该基金由上海景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的管理人，基金规

模为人民币 10亿元。九盛投资作为本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拟认缴金额为 9.9亿元，占基金总认缴

出资额的 99%；景辉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拟认缴金额为 0.1亿元，占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 1%。

该基金于 2015年 7月 10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5年 6月 2日、2015年 7月 1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景林九盛基金累计投资韩都衣舍电子商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韩都衣舍”）13,584万元，持有韩都衣舍 16,393,39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7.82%。 

2、2015年 7 月 3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金陵华软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华软新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意向书》，发起设立华软新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新文化基金”），专注投资新文化时尚相关企业。金陵华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由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常州华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华软”）作为普通合伙人，并

委托常州华软进行基金管理，该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5.1亿元。2016年 7月 20日，经基金全体合

伙人协议决定，常州华软将其在该基金的 1,000万元出资转让给华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华软”），同意上海华软入伙，并承担原常州华软在该基金的全部出资份额。上海华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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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本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受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详见公司 2016年 7月 22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九牧王关于新文化产业基金变更普通合伙人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新文化基金持有三方新华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15%股权，北京学信速达

科技有限公司 8%股权，北京天之华软件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股权，并作为北京银叶金光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简称“银叶金光”）持有银叶金光 7.6864%的出资比例。 

3、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其他重要事项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主体 投资标的 投资金额 对外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索引 

1 

西藏工布江达

县九盛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苏州慕华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2020年 8月 7日 临 2020-019 

2 

西藏工布江达

县九盛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鑫雨资本钻石 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  2020年 9月 10日 临 2020-028 

3 

西藏工布江达

县九盛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宁波君度景弘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  2020年 9月 17日 临 202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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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聪颖 

日期 2020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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