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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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丁利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英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朱英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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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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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930,404.64 1,260,719,283.95 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71,892,005.89 1,044,794,530.6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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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48,681.43 -8.27% 569,679,732.04 -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846,059.26 -55.76% 27,097,475.25 -3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839,220.76 -71.74% 18,789,770.46 -3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187,434.16 119.52% 21,620,391.12 13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54.55% 0.23 -32.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54.55% 0.23 -3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1.51% 2.56% -1.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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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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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3,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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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4,834.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45.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86,5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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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307,704.79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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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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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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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9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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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江恒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9% 40,662,000 0 质押 13,600,000 

殷富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1% 7,335,200 0   

南通得一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6% 4,755,200 0   

山东五岳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 4,314,500 0   

青岛拥湾成长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3,433,700 0   

湖南文化旅游创

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2.45% 2,943,700 0   

青岛青英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2,578,500 0   

景勝偉達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19% 1,428,700 0   

赵桂芬 境内自然人 1.15% 1,375,120 0   

刘燕 境内自然人 1.05% 1,258,11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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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0,6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662,000 

殷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335,200 人民币普通股 7,335,200 

南通得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755,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55,200 

山东五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14,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4,500 

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4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3,700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2,94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3,700 

青岛青英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2,57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8,500 

景勝偉達有限公司 1,4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8,700 

赵桂芬 1,375,120 人民币普通股 1,375,120 

刘燕 1,258,118 人民币普通股 1,258,1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湖南文化旅游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与殷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Yeah Fortune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同时持有公司股份，为一致行动人，共同行使所持公司股份

所代表的表决权。 

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山东五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持有公司股份，为一

致行动人，共同行使所持公司股份所代表的表决权。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762,000 股，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0,662,000 股。 

赵桂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375,1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75,12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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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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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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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0,416,468.12 239,990,190.90 -89,573,722.78 -37.32% 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4,884,072.21 317,218,761.64 127,665,310.57 40.25% 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500,000.00 -50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收回到期的应收票据所致。 

应收账款 121,249,043.13 240,659,982.05 -119,410,938.92 -49.62%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预付款项 17,430,273.22 11,986,544.58 5,443,728.64 45.42%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采购款所致。 

合同资产 109,600,270.77  109,600,270.77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32,022.47  232,022.47  主要是本期对联营企业北京英泰博元体育有限

公司的实缴出资所致。 

在建工程    10,472,518.62 

 

   3,251,607.48 

 

  7,220,911.14 222.07% 主要是本期增加的新工业园厂房建设工程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1,970,360.74   2,987,689.64 -1,017,328.90 -34.05% 主要是本期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500,000.00 7,000,000.00 -6,500,000.00 -92.86% 主要是本期归还到期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 53,050,000.00  53,050,000.00  主要是本期增加的尚未到期支付的承兑汇票所

致。 

预收款项  41,879,787.19 -41,879,787.19 -100.00%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46,316,286.61  46,316,286.61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20,095.96 8,719,901.36 -6,799,805.40 -77.98%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上年度末应付职工薪酬所

致。 

应交税费 4,381,072.10 3,230,907.68 1,150,164.42 35.60% 主要是本期增加的应交所得税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4,376,325.35 -4,565,271.85 8,941,597.20 195.86% 主要是本期增加的汇兑损失所致。 

其他收益 5,783,346.00 3,014,475.71 2,768,870.29 91.85%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990,762.74 9,655,278.52 -7,664,515.78 -79.38% 主要是本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44,072.21  2,044,072.21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7,508.40 -289,656.12 262,147.72 90.50%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1,474.86 62,917.30 78,557.56 124.86% 主要本期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净利润 27,097,475.25 41,375,685.95 -14,278,210.70 -34.51%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及投资收益减少以及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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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620,391.12 -55,598,639.01 77,219,030.13 138.89%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增加，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4,668,784.87 

 

99,026,294.84 

 

-233,695,079.71 

 

-235.99% 主要是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

期减少，购买理财产品及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23,950.00 -11,503,453.28 4,979,503.28 43.29% 主要是本期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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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子公司工商变更 

序号 公司名称 变更日期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登记机关 

1 青岛英派斯健

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 9月 22

日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钢管制品、钢塑制品

及配件、健身器材及配件、气膜

场馆设施及配件、钢结构场馆设

施及配件、笼式体育运动场地设

施及配件、拆装式游泳池设施及

配件、水上体育器材及配件、办

公家具及配件、食品设备及配件、

太阳能产品及配件、电子设备及

附件、体质监测设备、医疗器械、

康复训练器材及设备、运动地板

地胶、文化体育用品（各类球、

球拍、服装鞋帽等）、儿童滑梯、

游乐设施；体育公园规划设计、

体育场地设施施工及场地改造、

市政公用工程、装饰装潢工程、

建筑总承包；体育健身器材的维

修、安装及售后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生产、销售钢管制品、钢塑制品及配

件、健身器材及配件、气膜场馆设施

及配件、钢结构场馆设施及配件、笼

式体育运动场地设施及配件、拆装式

游泳池设施及配件、水上体育器材及

配件、办公家具及配件、食品设备及

配件、太阳能产品及配件、电子设备

及附件、体质监测设备、医疗器械、

康复训练器材及设备、运动地板地

胶、文化体育用品（各类球、球拍、

服装鞋帽等）、儿童滑梯、游乐设施；

体育公园规划设计、体育场地设施施

工及场地改造、市政公用工程、装饰

装潢工程、建筑总承包；体育健身器

材的维修、安装及售后服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技术服

务、软件服务、软件开发、体能训练

技术推广、健身指导、健身咨询、信

息咨询、教育咨询、体能训练技术咨

询；体育竞赛组织，体育赛事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青岛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注：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注册成立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并于2020年8月26日完成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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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事宜 

1、重大诉讼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苏光朋诉有瑞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青英企业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公司及公

司董事长（总经

理）丁利荣，要求

将青岛青英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名下的

126. 68 万股公司

股份及依此获得

的现金红利  9.12

万元人民币返还

给苏光朋。 

4615.20 否 苏光朋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增加诉讼请求，要

求确认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青英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的126.68万股股权转让

行为无效，青英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名下的126.68

万股及依此获得的现金红利

9.12万元返还给苏光朋，公司、

丁利荣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如

返还不能，四被告连带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4,615.20万元。2019

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山东省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18）鲁02民初113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有瑞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

起 十 日 内 给 付 苏 光 朋

16,689,240元；驳回苏光朋对青

岛青英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公司、丁利荣的诉

讼请求。苏光朋、有瑞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2020年8月3日，公司收到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

鲁民终69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

审案件受理费264,625元，由上

诉人苏光朋负担189,114元，由

上诉人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75,511元。 

苏光朋对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出具的（2020）鲁民终695号

《民事判决书》及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

鲁02民初1131号《民事判决书》

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

     未判决 -- 2020 年 10

月9日 

详见公司于巨

潮 资 讯 网

（ http://www.cn

info.com.cn/new

/index）登载《重

大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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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申请：1、请求依法撤销上述

二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诉讼

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由被申请人承担。 

 

 2、其他诉讼 

诉讼(仲裁)基本情

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

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苏光朋诉有瑞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

司青岛英吉利钢

管制品有限公司，

要求确认苏光朋

拥有青岛英吉利

钢管制品有限公

司2%股权，并将

相应股权变更至

苏光朋名下。 

0 否 2019年12月30日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

鲁02民初73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驳回原告苏光朋

的诉讼请求。苏光朋不服上

述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诉请二审法

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

判。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出具（2020）鲁民

终142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二审案件

受理费100元，由苏

光朋承担。 

-- 2020年8月 

29日 

详见公司于巨

潮 资 讯 网

（ http://www.cn

info.com.cn/new

/index）登载的

《2020 年半年

度报告》（公告

编号2020-053） 

公司子公司西安

英派斯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青岛英

派斯健康发展有

限公司原职工苏

子林向西安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提起劳动

仲裁，要求续存劳

动关系、支付工资

等。 

5.24 否 已开庭 未裁决 未执行 2020年10

月9日 

详见公司于巨

潮 资 讯 网

（ http://www.cn

info.com.cn/new

/index）登载的

《重大诉讼进

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6） 

 

（三）其他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公司于2020年7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

议,同意提名徐国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于2020年7月21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补选徐国君先生为公司新任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20年7月4日 

 

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关于补选

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40662000股于2020年9月15日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020年9月11日 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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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

会议、2020年8月18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同意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且同意根据经营范

围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公司已完成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青岛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020年8月1日 

2020年9月23日 

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发布的关于变

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48）、《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539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0,000 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16.05元，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81,5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48,294,558.2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33,205,441.72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18,249.96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24,784.3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为500.35万元（含利息收入），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15,000.00万元，七天通知存款余额为9,284.00万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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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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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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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15,000 15,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000 12,000 0 

合计 27,000 27,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类

型 

产品类

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

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概

述及相

关查询

索引

（如

有） 

恒丰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济南

分行 

银行 
保本保

收益型 
10,000 

募集

资金 

2020

年 08

月 07

日 

2020

年 12

月 09

日 

银行

理财

产品 

到期

支付

本金

及收

益 

3.10%   
未到

期 
 是 -- 

详见公

司发布

于《中

国证券

报》、

《上海

证券

报》、

《证券

时报》、

《证券

日报》

及巨潮

资讯网

（http:/

/www.c

ninf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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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cn/n

ew/inde

x）《关

于使用

部分闲

置募集

资金进

行现金

管理的

进展公

告》（公

告编号

2020-0

51） 

合计 10,000 -- -- -- -- -- -- -- -- --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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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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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2020 年 09月 25

日 

“上证路演中

心”互动平台 
其他 个人 

参与本次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广大

投资者 

就公司的经营状况、

发展战略、产品及业

务规划等情况对投资

者进行解答 

2020 年青岛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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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丁利荣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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