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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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林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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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2,972,312.22 4,762,245,590.57 -1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143,567,838.38 2,842,310,700.09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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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824.60 -53,350,049.8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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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5,189.48 2,081,540,487.73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47,941,967.68 358,571,220.84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2,111,605.06 124,025,601.63 -9.6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59 13.92 减少 2.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9 0.71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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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9 0.71 -2.82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扣减回购股份数量后的股本数 506,720,732股为基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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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72.06 112,234.5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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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8,133.99 15,806,666.2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7,056.92 465,499.08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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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53,418.09 285,441,778.2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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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862.78 -671,078.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4,270.24 -4,141,511.28  

所得税影响额 2,874,992.43 -61,183,225.69  

合计 69,849,566.03 235,830,3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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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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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1,273,442 19.40  
质押 

49,6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诸暨惠风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25,247,266 4.8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有归 23,642,212 4.53  质押 22,473,716 境内自然人 

浙江富润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5,225,386 2.92  

无 

 其他 

付海鹏 8,530,300 1.63  无  境内自然人 

浙江盈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5,374,900 1.0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横琴广金美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金美好玻色

六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4,823,100 0.92  

无 

 其他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4,000,131 0.77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3,377,061 0.65  
无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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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瓯联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3,230,000 0.6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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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1,273,442 人民币普通股 101,273,442 

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247,266 人民币普通股 25,247,266 

江有归 23,642,212 人民币普通股 23,642,212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15,225,386 
人民币普通股 

15,225,386 

付海鹏 8,530,300 人民币普通股 8,530,300 

浙江盈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374,900 人民币普通股 5,374,900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

金美好玻色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82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823,1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4,000,131 
人民币普通股 

4,000,13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77,061 人民币普通股 3,377,061 

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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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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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28,486,246.18 299,111,822.31 -57.04%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0 128,924,942.15 -100.00%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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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160,360,266.92 7,933,116.34 1921.40% 
主要系应收印染公司、纺织公司第二期

股权转让款所致。 

存货 1,736,999.60 172,437,332.93 -98.99%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其它流动资产 4,560,293.29 29,825,946.42 -84.71% 
主要系本期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减少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56,494.72 11,161,474.11 -95.01% 
主要系印染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所致。 

固定资产 
130,461,120.86 456,953,956.11 -71.45%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在建工程 0 1,857,497.84 -100.00%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无形资产 
107,669,602.35 162,572,635.00 -33.77%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98,964.46 1,459,483.46 -93.22%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0 44,778,418.60 -100.00%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应付票据 
0 92,753,555.20 -100.00%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应付账款 
159,603,484.59 249,540,828.18 -36.04%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预收款项 
8,741,477.00 49,359,756.63 -82.29%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569,892.16 80,616,866.39 -84.41%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其他应付款  
63,128,435.95 129,498,619.53 -51.25%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长期应付款  
0 15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印染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所致。 

递延收益  
0 13,057,958.80 -100.00%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135,342.97 337,738,418.63 -99.07% 

主要系印染公司、纺织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所致。 

2、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信用减值损失 -12,613,791.81 -26,187,017.03 不适用 主要系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81,097,124.03 38,321,247.53 111.62% 
主要系转让印染公司、纺织公司股权实

现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12,234.52 14,699,323.82 -99.24% 
主要系上期印染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所

致。 

其他收益 15,806,666.28 46,462,297.54 -65.98%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印染公司收到的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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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808,884.46 3,007,019.47 -73.10% 
主要系本期疫情捐赠支出增加及其他

支出减少所致。 

3、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14,824.60 -53,350,049.89 不适用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支出项下较上年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390,646.64 122,606,480.56 -169.65% 

主要系公司转让印染公司、纺织公司股

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9,939,561.95 -206,442,704.2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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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份回购计划：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实施股份回购计划，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8元/股。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股份回购计划，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5,225,3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2%，购买的最高价为7.99元/股、最低价为5.97元/股，

回购均价6.58元/股，使用资金总额10021.79万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的

股份将用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若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

销。本次回购的股份目前暂存放于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账户，在回购股份过户之前，回购股份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2、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

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在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浙江

富润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染公司”）46%股权、浙江富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

公司”）51%股权。 

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9月9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以收益法的评估值

31544.86万元向控股股东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印染公司46%股权及纺织公司51%股权。

截至2020年10月12日，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通过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划付的全部转让价款。 

印染公司、纺织公司已于2020年9月29日在诸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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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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林中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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