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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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燕东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朝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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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710,019.31 1,211,722,261.46 -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4,520,112.95 1,000,747,563.6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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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09,036.27 -319,580,7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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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460,213.75 436,993,381.20 -3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72,549.35 56,486,775.05 -9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32,858.08 52,096,477.28 -104.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8 2.98 减少 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1 0.09 -93.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1 0.09 -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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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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51.83 189,7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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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197.66 8,026,2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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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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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400.00 -641,171.9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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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17.46 -82,0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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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76.63 -105,125.95  

所得税影响额 -310,368.09 -1,082,177.00  

合计 1,971,722.23 6,305,4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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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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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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06,788,258 33.39 0 质押 151,76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联尔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47,934,743 7.74 0 冻结 47,934,743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徐海青 35,000,000 5.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杭州旗吉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5,324,315 4.0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0,589,701 1.7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杰 9,910,900 1.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继红 2,790,000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邵慧萍 2,578,627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国继 2,485,8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戴文萍 2,261,9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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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06,788,258 人民币普通股 206,788,258 

西藏联尔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934,743 人民币普通股 47,934,743 

徐海青 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 

杭州旗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24,315 人民币普通股 25,324,315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589,701 人民币普通股 10,589,701 

张杰 9,9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9,910,900 

陈继红 2,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0,000 

邵慧萍 2,578,627 人民币普通股 2,578,627 

谢国继 2,4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5,800 

戴文萍 2,2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西藏联尔、天厚地德为原翔

通动漫股东，杭州旗吉为募集配套资金方。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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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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加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8,878,258.30 44,085,818.01 -79.86% 收回业务保证金所致 

存货 20,729,100.83 32,384,762.36 -35.99% 成本结转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0,950,000.00 400,000.00 12637.50% 投资设立新公司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279,609.75 5,129,382.09 -55.56% 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0 20,000,000.00 -100.00% 偿还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32,152,367.23 24,821,559.94 29.53% 延长付款周期所致 

预收款项 21,542,038.97 97,512,512.21 -77.91% 销售确认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879,976.55 4,876,627.52 -40.94% 人员结构调整所致 

应交税费 747,005.74 6,920,621.24 -89.21% 利润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0  30,000,000.00 -100.00% 偿还借款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加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69,460,213.75 436,993,381.20 -38.34% 经营结构调整所致 

营业成本 197,610,585.60 294,904,597.18 -32.99% 经营结构调整所致 

税金及附加 708,275.25 1,205,563.31 -41.25% 经营结构调整所致 

销售费用 6,655,738.51 14,844,692.04 -55.16% 推广费用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2,521,808.51 14,704,942.41 -82.85% 研发结构调整所致 

财务费用 2,182,328.42 779,640.23 179.91% 贷款利息所致 

其他收益 7,412,488.99 3,307,303.77 124.12% 
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0,853.09 -1,558,019.57 / 
2019年处置金融资

产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72,025.00 2,491,338.00 -126.97% 
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变

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754,789.35 1,146,703.37 -34.18% 
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72,490.29 11,561,075.04 -82.07% 利润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63,409,036.27 -319,580,773.97 / 加强回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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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954,285.72 20,589,365.05 -332.91% 新设公司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349,800.02 14,174,494.43 -483.43% 偿还贷款及利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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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0月27日，公司陆续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46份《应诉通知书》、

81份《民事判决书》、13份《民事裁定书》、6份《民事调解书》。其中46名自然人以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赵薇、孔德永等提起诉讼，诉讼金额合计人民币2,886,947.06元。81起

一审案件中2起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剩余79起案件一审判决金额合计2,081,540.74元。13起裁定案

件中9起因未按时预缴诉讼受理费，法院裁定按撤回诉讼处理，1起原告自愿撤回诉讼案件，2起经

调解原告申请撤诉，1起因不符合起诉条件经裁定驳回。6起案件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合

计赔偿金额209,317.20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院”）发来23份《民事判决书》，

高院对23起上诉案件审理终结并作出二审判决，均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发来3

份《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对3起诉公司、西藏龙薇、赵薇、孔德永案件的再审申请审理终

结并作出驳回裁定。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为避免公司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产生经济损失，公司

原实际控制人孔德永先生于2017年8月4日承诺如因个人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导致上市公司需承担任

何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均由孔德永先生无条件向上市公司予

以赔偿，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承诺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

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后续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妥善处理

诉讼事宜，依法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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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燕东来 

日期 2020年 10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