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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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世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兰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根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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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不存在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的情形。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3,620,056.63 193,425,679.92 5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318,879.58 -2,654,630.93 8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719,891.50 -6,643,788.68 21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714,285.28 22,198,458.81 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7 -0.0034 85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7 -0.0034 85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0.2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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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033,741.72 1,976,246,329.85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2,999,839.92 1,342,680,960.34 1.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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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3,607.4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29,146.3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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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6,938.6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0,779.2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857,607.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362.4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9,743.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5,709.85 

合计 12,598,988.08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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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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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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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28% 341,786,09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68% 218,555,972    

张世权 境内自然人 3.34% 26,391,580 19,793,685   

李洪泉 境内自然人 0.97% 7,645,663    

金秀莲 境内自然人 0.13% 1,027,509    

周湘东 境内自然人 0.12% 936,100    

应英蓉 境内自然人 0.12% 920,000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1% 884,100    

段孝义 境内自然人 0.11% 862,300    

史建娟 境内自然人 0.10% 810,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1,786,098 人民币普通股 341,786,09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18,555,972 
人民币普通股 2,093,522 

境外上市外资股 216,462,450 

李洪泉 7,645,663 人民币普通股 7,645,663 

张世权  6,597,895 人民币普通股 6,597,895 

金秀莲 1,027,509 人民币普通股 1,027,509 

周湘东 9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936,100 

应英蓉 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0,000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884,100 

段孝义 862,300 人民币普通股 862,300 

史建娟 8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张世权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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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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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构成无重大变动。占总资产比例5%以上的资产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比重增减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180,974,890.38 9.22% 166,389,726.85 8.42% 0.80% 

应收账款 368,461,883.43 18.78% 325,598,747.08 16.48% 2.30% 

应收账款融资 131,642,449.86 6.71% 187,274,526.18 9.48% -2.77% 

存货 276,712,467.35 14.10% 254,371,320.73 12.87% 1.23% 

投资性房地产 171,751,319.72 8.75% 175,565,178.66 8.88% -0.13% 

固定资产 638,702,507.18 32.55% 668,272,431.63 33.82% -1.27% 

应付账款 299,141,115.97 15.25% 318,745,234.60 16.13% -0.88% 

 

2、合并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增减 

营业收入 293,620,056.63 193,425,679.92 51.80% 

营业成本 220,672,515.08 158,679,807.48 39.07% 

销售费用 19,659,768.20 12,514,375.74 57.10% 

管理费用 20,946,583.84 13,645,911.00 53.50% 

研发费用 18,243,270.89 13,846,145.67 31.76% 

财务费用 1,370,028.76 1,212,414.11 13.00% 

其他收益 6,676,085.02 3,748,931.84 78.08% 

投资收益 90,779.27 212,057.40 -57.19% 

信用减值损失 1,518,784.21 -153,488.87 -1089.51% 

资产减值损失 -4,385,126.30 -291,313.65 1405.29% 

资产处置收益 5,583,607.46 141,969.47 3832.96% 

营业外收入 125,090.48 29,913.08 318.18% 

营业外支出 62,000.69 6,290.08 885.69% 

所得税费用 1,242,852.99 -206,729.76 -701.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318,879.58 -2,654,630.93 -8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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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缓解、经济复苏及促消费政策的刺激，汽车行业整体表现好于

预期，带动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93,620,056.63 元，同比上升

51.80%。 

 

报告期，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24.84%（上年同期：17.96%）。公司毛利率上升主要系收入大

幅增加使得公司整体成本优化综合所致。 

 

报告期，销售费用为人民币 19,659,768.20 元，同比上升 57.10%，主要系收入增加使得

运费相应增加，以及三包费增加，综合所致。 

 

报告期，管理费用为人民币 20,946,583.84 元，同比上升 53.50%，主要系上年政府减免

企业社保支出的优惠政策在本年退出，使得公司职工薪酬支出增加所致。 

 

报告期，研发费用为人民币 18,243,270.89 元，同比上升 31.76%，主要系开发活动增加

使得相应的研发直接投入增加所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6.21%，较上年度下降。 

 

报告期，财务费用为人民币 1,370,028.76元，同比上升 13.00%，主要系汇率变动导致汇

兑损失所致。 

 

报告期，其他收益为人民币 6,676,085.02 元，其中政府补助人民币 6,646,938.65 元。

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90,779.27 元，同比下降 57.19%，主要系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金额减少，

相应导致收益减少。信用减值损失为人民币 1,518,784.21 元（上年同期：人民币-153,488.87

元），主要系收回以前年度应收账款坏账所致。资产减值损失为人民币-4,385,126.30 元（上

年同期：人民币-291,313.65 元），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资产处置收益为人民币

5,583,607.46元（上年同期：人民币：141,969.47），主要系处置公司坐落于义乌市佛堂镇的

一处的闲置厂房所致。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 1,242,852.99元（上年同期：人民币-206,729.76 元），主

要系本期盈利使得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综上，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0,318,879.58 元（上年同期：

人民币-2,654,630.93 元），同比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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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9,396,620.14 146,135,518.50 36.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5,682,334.86 123,937,059.69 41.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14,285.28 22,198,458.81 6.8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997,273.59 99,585,246.23 -34.7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8,300,204.08 53,154,674.83 47.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02,930.49 46,430,571.40 -128.6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00,000.00 97,000,000.00 -84.5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188,419.27 91,458,957.80 -82.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8,419.27 5,541,042.20 -121.4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12,906.18 74,442,876.74 -87.89%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23,714,285.28元，同比上升 6.83%，主

要系收到的出口退税现金增加综合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13,302,930.49 元，同比下降 128.65%，主要系收回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现金减少，同时购

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现金支出增加，综合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1,188,419.27元，同比下降 121.45%，主要系取得银行借款的现金减少所致。综上，报告期

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人民币 9,012,906.18 元，同比下降 87.89%。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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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

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世宝控股 

 

股份限

售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上述期限届

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012-11-02 2015-11-02 
 

2015-11-02

及之后作为

公司控股股

东期间 

正在履行中 

张世权

[注]、 

张宝义、 

汤浩瀚、 

张兰君、 

张世忠 

 

股份限

售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世权、张宝义、汤

浩瀚、张兰君和张世忠还承诺自公司本

次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所持世宝控股的出资，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世宝控股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世宝控

股出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其在离任浙江

世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世宝控股的出资。 

 

2012-11-02 2015-11-02 
 

2015-11-02

及之后作为

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 

正在履行中 

张世权 

 

股份限

售承诺 

 

发行人股东张世权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

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

世权还承诺在上述期限届满后，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2-11-02 2015-11-02 
 

2015-11-02

及之后作为

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 

正在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注]：经 2020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张世权先生作为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作出的“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世宝控股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世宝控股出资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自

愿锁定承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作出的其余锁定承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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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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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3000.00 1000.00 0.00 

合计 3000.00 1000.00 0.00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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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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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世权 

2021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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