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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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邹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志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志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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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120,172.02 723,837,580.39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2,937,975.71 464,754,450.4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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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61,645.96 -14,318,6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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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366,683.99 974,370,740.60 -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89,548.94 12,437,962.94 -17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63,363.32 -4,887,614.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2.68 减少 4.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 0.062 -174.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 0.062 -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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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1,861.97 -11,594,8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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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365.40 2,253,7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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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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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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2,113.09 3,170,517.0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61,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0,170.03 -465,0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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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72.64 

所得税影响额 15,298.44 -69,701.56 

合计 -5,905,255.07 -6,726,1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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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1 （A股：21330；B股：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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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52,158,943 25.95 0 无 0 国有法人 

BNP PARIBAS (ACTING 

THROUGH ITS HONGKONG 

BRANCH) 

5,000,000 2.49 0 未知 

 

其他 

PICTET & CIE (EUROPE) S.A 4,694,795 2.34 0 未知  其他 

陈峰 1,140,000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1,099,900 0.55 0 无 0 其他 

俞文灿   680,0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效生 642,618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作纲 622,850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松涛 575,3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强 561,8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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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52,158,943 人民币普通股 52,158,943 

BNP PARIBAS(ACTING THROUGH ITS 

HONGKONG BRANCH) 

5,0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5,000,000 

PICTET    & CIE (EUROPE) S.A 4,694,795 境内上市外资股 4,694,795 

陈峰 1,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000 

法国兴业银行 1,0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9,900 

俞文灿   68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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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生 642,618 境内上市外资股 642,618 

谢作纲 622,8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622,850 

刘松涛 575,300 人民币普通股 575,300 

李强 561,800 人民币普通股 56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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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增加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1,292,840.95 256,047,798.95 -144,754,958.00 -56.53 
本期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2,833,341.50 23,702,834.20 29,130,507.30 122.90 
本期投资国债逆回购所

致 

应收账款 33,398,406.79 66,544,765.97 -33,146,359.18 -49.81 

本期宝鸡凌云万正电路

板有限公司退出合并报

表范围所致 

存货 3,662,464.77 13,602,135.05 -9,939,670.28 -73.07 

本期宝鸡凌云万正电路

板有限公司退出合并报

表范围及其他子公司业

务成本结算所致 

预付账款 137,256,283.33 98,937,218.69 38,319,064.64 38.73 
本期外贸业务尚未结算

完成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0.00 70,153.72 -70,153.72 -100.00 本期费用摊销所致 

合同负债 174,929,673.83 122,898,196.02 52,031,477.81 42.34 
本期外贸业务尚未结算

完成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344,540.73 29,935,896.59 -10,591,355.86 -35.38 本期薪酬结算所致 

应交税费 2,815,495.62 2,087,378.82 728,116.80 34.88 本期业务税金结算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 月） 
增加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322,407.98 -2,809,330.37 5,131,738.35 182.67 本期汇兑损益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789,492.70 1,260,331.45 -3,049,824.15 -241.99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市

值变化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503,798.05 -637,769.53 1,141,567.58 178.99 

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388,462.51 132,916.58 -2,521,379.09 -1896.96 
本期子公司上海一毛条

纺织重庆有限公司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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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减值所致 

营业外支出 465,064.94 1,040.96 464,023.98 44576.54 
本期捐赠支出及支付赔

偿款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 月） 
增加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861,645.96 -14,318,605.75 56,180,251.71 392.36 

本期经营业务收支

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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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作设立基金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5年11月，经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通过下属子公司上

海嘉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合作设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麟毅创新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新壹号基金”）用于专项投资沪江教育。2019年10月，公司收到

创新壹号基金《基金投资项目重大事项报告》，获悉创新壹号基金取得仲裁裁决（﹝2019﹞沪贸

仲裁字第0991号），裁定仲裁被申请人上海互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伏彩瑞、于杰及唐

小浙（四被申请人以下合称“被执行人”）应共同向创新壹号基金支付股份回购款本金人民币

104397375元及利息损失等。2020年1月20日，公司收到创新壹号基金2019年度审计报告（天职业

字[2020]489号），确认仲裁事项已进入法院执行阶段。 

2020年4月21日，公司获悉因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

裁决的申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

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2020年6月19日，公司收到创新壹号基金发来的《基金投资项目重大事项报告（2020年6月）》，

由此得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驳回上海互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伏彩瑞、于

杰及唐小浙请求撤销[2019]沪贸仲裁字第0991号仲裁裁决的申请。创新壹号基金已于2020年5月18

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等文件，上述强制执行工作已恢复。 

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2016年1月9日、2016年6月4日、2020年1月22日、2020年4月23

日及2020年6月2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2、关于清算注销分公司的事项 

为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公司于2020年6月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清算注销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上海三毛

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分公司”）实施清算注销，注销后，销

售分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将由公司承接。 

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3、关于挂牌转让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事项 

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一毛条”）因受经营环境不利因素影响，已

自2015年2月起处于停产歇业状态，且主要资产生产用地长期闲置。为推进低效资产的清退盘活，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开挂牌转让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转让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100%股权，首次挂牌价格为标的资产的评估价格

2493.24万元。此外，为高效、有序推进标的资产挂牌转让相关工作，如首次挂牌未能征集到意向

受让方或未能成交，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重新挂牌转让标的资产的相关事项，向下调整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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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幅度为标的资产评估价格的20%，其余挂牌条件应与首次挂牌条件保持一致。此后挂牌方案

的制定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3日、10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4、关于清算注销上海银盾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事项 

因上海银盾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盾公司”）发展未取得预期效果，安防产

业人技结合的合作效应微弱，技防业务缺乏市场竞争力，在今年出现业务萎缩加剧和经营亏损的

情况。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结构、降低管理成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清算注销银盾公司的事项。本次清算注销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但不会对本

公司整体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对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额需在清算工作结束后方可确定。 

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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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宁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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