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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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新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云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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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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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285.45 417,667.10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4,418.85 265,707.46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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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46.93 24,157.86 2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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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861.63 291,590.99 -1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51.35 25,264.83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30.89 26,285.61 -31.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8 9.97 减少 1.2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57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57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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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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39.98 -1,003,8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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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5,928.15 23,356,305.6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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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49,423.50 48,563,531.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96,400.38 -331,0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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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106.99 -595,552.47  

所得税影响额 -12,975,644.43 -10,784,886.10  

合计 72,870,160.63 59,204,5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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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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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市杰克商贸有

限公司 
190,031,519 42.7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LAKE VILLAGE   

LIMITED 
85,195,151 19.17 0 无 0 境外法人 

河南迅轮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52,788,381 11.8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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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

17011 组合 

11,128,990 2.5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

1101 组合 

8,370,007 1.8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5,368,617 1.21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大

成创新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70,743 1.1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杰克股份 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 

5,007,201 1.13 0 无 0 其他 

阮积祥 4,604,153 1.0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成睿

享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482,203 1.0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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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市杰克商贸有限公司 190,031,519 人民币普通股 190,031,519 

LAKE VILLAGE   LIMITED 85,195,151 人民币普通股 85,195,151 

河南迅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2,788,381 人民币普通股 52,788,38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 17011 组合 
11,128,990 人民币普通股 11,128,99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 1101 组合 
8,370,007 人民币普通股 8,370,00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68,617 人民币普通股 5,368,617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创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70,743 人民币普通股 5,270,743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杰克股

份 1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 
5,007,201 人民币普通股 5,007,201 

阮积祥 4,604,153 人民币普通股 4,604,15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82,203 人民币普通股 4,48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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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台州市杰克商贸有限公司、LAKE VILLAGE LIMITED、

河南迅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彩芳、阮积祥、

阮福德和阮积明控制，因此互为关联方。 

LAKE VILLAGE LIMITED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3,157,500 股，通

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份 2,037,651 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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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主要指标变动原因：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

因 

货币资金  885,953,540.55   378,954,728.30   506,998,812.25   133.79  注1 

应收款项融资  76,854,508.85   54,203,294.54   22,651,214.31   41.79  注2 

预付款项  17,731,459.20   10,386,948.15   7,344,511.05   70.71  注3 

其他应收款  37,669,873.84   63,953,596.29   -26,283,722.45   -41.10  注4 

存货  679,600,877.86   1,014,602,437.10   -335,001,559.24   -33.02  注5 

长期股权投资  4,516,136.19    4,516,136.19   不适用  注6 

固定资产  1,288,408,727.48   892,905,272.25   395,503,455.23   44.29  注7 

在建工程  109,978,397.23   457,733,617.80   -347,755,220.57   -75.97  注8 

长期待摊费用   442,500.03   -442,500.03   -100.00  注9 

短期借款  188,110,812.97   99,230,355.72   88,880,457.25   89.57  注10 

交易性金融负债  54,163,850.00   88,762,350.00   -34,598,500.00   -38.98  注11 

应付票据 272,682.22   272,682.22   不适用  注12 

预收款项   64,514,976.42   -64,514,976.42   -100.00  注13 

合同负债 56,141,964.92   56,141,964.92   不适用  注14 

应交税费 64,439,834.14 40,041,098.50  24,398,735.64   60.93  注15 

注 1：主要系报告期经营现金流增加所致； 

注 2：主要系收到客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注 3：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注 4：主要系保险赔偿尾款收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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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主要系 2019 年备置战略库存于报告期内销售所致； 

注 6：主要系支付参股公司浙江亚河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款所致； 

注 7：主要系待安装设备及厂房转固所致； 

注 8：主要系待安装设备及厂房转固所致； 

注 9：主要系长期待摊的房租费用摊销完毕所致； 

注 10：主要系公司短期借款增加及票据贴现融资增加所致； 

注 11：主要系人民币升值，远期外汇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注 12：主要系子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注 13：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预收款项分类到合同负债； 

注 14：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预收款项分类到合同负债； 

注 15：主要系应交增值税费及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2. 利润表主要指标变动原因：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

因 

财务费用 14,424,458.54 -670,850.32  15,095,308.86  不适用 注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3,484,242.24 -61,789,226.16 95,273,468.40 不适用 注2 

资产减值损失 -23,180,763.59 -8,108,693.40 -15,072,070.19 185.88 注3 

资产处置收益 -959,895.91 -1,513,312.86 553,416.95 -36.57 注4 

营业外收入 3,500,421.61 1,484,259.95 2,016,161.66 135.84 注5 

 

注 1：主要系报告期内贷款利息支出增加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注 2：主要系报告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所致； 

注 3：主要系报告期内意大利 VBM 商誉减值损失计提所致； 

注 4：主要系报告期内设备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注 5：主要系报告期内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变动原因：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0,469,289.56 241,578,568.64 528,890,720.92  218.93 注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7,659,115.46 -246,174,202.40 58,515,086.94  -23.77 注2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2,270,646.08 55,573,863.24 -167,844,509.32 不适用 注3 

 

注 1：主要系报告期内采购付款金额同比下降幅度大于销售回款同比下降幅度所致； 

注 2：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资金减少所致； 

注 3：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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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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新庆 

日期 2020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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