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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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庄虔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邹静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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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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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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031,193.48 1,040,613,604.35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4,102,029.03 514,866,002.21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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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6,878.28 -9,239,6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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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05,430.52 640,310,570.81 -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86,879.65 14,186,692.80 -6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53,686.05 5,646,795.78 -15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2.86 减少 1.7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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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3.56 -13,2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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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214.84 6,603,4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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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577.84 2,550,036.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1,659.27 -429,784.2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02,379.42 1,226,282.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8.65 -15,428.76  

所得税影响额 400,419.94 -1,080,725.57  

合计 3,145,360.56 8,840,5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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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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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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64,409,783 26.51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000,000 2.47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金兴贸易公司 3,000,000 1.23 3,000,000 冻结 3,000,000 国有法人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322,725 0.54 0 无  未知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1,150,091 0.47 0 无  未知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880,000 0.36 0 无  国有法人 

颜晓军 849,461 0.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玲 834,055 0.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博 780,000 0.3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姜毓萍 753,833 0.31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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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64,409,783 人民币普通股 64,409,783 

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322,725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22,725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1,150,09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50,091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 

颜晓军 849,461 人民币普通股 849,461 

张玲 834,055 人民币普通股 834,055 

周博 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0 

姜毓萍 753,833 境内上市外资股 753,833 

顾琴华 653,577 境内上市外资股 653,5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

九百(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上海金兴贸易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余股东与前 10 名股东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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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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81,284,379.48 51,069,381.77 59.16 (1) 

预付款项 2,045,762.20 979,086.73 108.95 (2) 

其他流动资产 2,008,482.59 11,406,082.08 -82.39 (3) 

预收款项 5,685,176.24 16,503,707.36 -65.55 (4) 

应付职工薪酬 21,560,006.60 10,551,054.38 104.34 (5)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5,748,502.00 -8,395,808.38  (6) 

投资收益 1,823,160.47 5,007,608.82 -63.59 (7) 

信用减值损失 6,279,121.86 -8,287,621.81  (8) 

资产减值损失  405,876.82  915,438.54 -55.66 (9) 

资产处置收益  -89,202.39  (10) 

营业外收入  46,826.02  174,857.20 -73.22 (11) 

营业外支出 489,861.31 337,634.43 45.09 (12) 

所得税费用 8,162,258.58 11,726,341.06 -30.39 (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06,878.28 -9,239,686.71 
 

(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80,994.79 17,085,926.48 -226.89 (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08,698.36  -11,016,254.45  
 

(16) 

变动原因： 

(1)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未到期银行短期理财产品较年初增加。 

(2)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采购业务预付款结算增加。 

(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国债逆回购到期收回。 

(4)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销售业务预收款结算减少。 

(5)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提工资较年初增加。 

(6) 主要系报告期末美元汇率较年初下降，导致公司应收Falco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货款产生

汇兑损失。 

(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股权比例确认联营企业的投资损失增加及投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取

得的收益减少。 

(8) 主要系报告期末美元汇率较年初下降，导致公司计提应收Falco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货款

的坏账准备减少。 

(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10)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处置资产产生损失，报告期内无此业务。 

(11)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确认无法支付的款项，报告期内无此项目。 

(12)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捐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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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下降，导致所得税费用下降。 

(14) 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及相关优惠政策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以及

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 

(1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到期收回银行短期理财产品较上年同期减少。 

(16)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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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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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零售行业受影响更是明显，公

司虽然努力克服各项不利因素，但是各项日常业务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

期末的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约70%左右。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受疫情影响，服装板块线下

客流显著下降，同时海外疫情仍存在较大的风险，导致外贸加工业务订单急剧下降，经营业绩受

到冲击；二是联营企业的投资损失增加及理财产品取得的收益减少；三是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彰显责任担当，本着与租赁商户长期合作的理念，给予部分租金减免，导致公司收入下降。 

 

 

                                                              

公司名称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庄虔赟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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