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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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庄虔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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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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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765,535.38 1,043,469,065.22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7,729,375.74 516,308,227.42 0.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93,754.92 -17,737,668.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91,512,157.42 210,023,238.90 -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8,901.35 2,303,120.22 -3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84,758.31 -480,97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0.45 减少 0.1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1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1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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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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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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5,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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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373.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81.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453,395.93 注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06,628.82  

所得税影响额 -506,976.26  

合计 -3,195,856.96  

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开制衣公司进行业务综

合调整，实施外贸加工板块的业务调整、人员结构优化等一系列举措发生的综合改革成本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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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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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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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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1,130,091 0.47  无  未知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880,000 0.36  无  国有法人 

张玲 834,055 0.34  无  境内自然人 

颜晓军 785,261 0.32  无  境内自然人 

周博 780,000 0.32  无  境内自然人 

姜毓萍 753,83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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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09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30,091 

上海九百（集团）有限公司 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 

张玲 834,055 人民币普通股 834,055 

颜晓军 785,261 人民币普通股 78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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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杏林 688,700 人民币普通股 68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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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原因： 

(1)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采购业务预付款结算增加。 

(2)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年初备货导致库存商品较年初减少。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3,063,621.06 872,675.09 251.06 (1) 

存货 68,453,820.17 97,042,817.55 -29.46 (2) 

其他流动资产 544,778.84 3,140,561.07 -82.65 (3) 

使用权资产 27,197,397.50   (4) 

无形资产 750,999.96 858,999.96 -12.57 (5) 

应付账款 104,572,577.00 149,302,961.70 -29.96 (6) 

预收款项 2,458,487.16 4,777,333.36 -48.54 (7) 

合同负债 4,071,915.25 11,863,207.99 -65.68 (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331,702.44   (9) 

其他流动负债 529,348.96 1,542,216.97 -65.68 (10) 

租赁负债 16,992,804.65   (11) 

少数股东权益 14,627,906.45 4,494,394.39 225.47 (12)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137,278,843.56 161,808,114.13 -15.16 (13) 

管理费用 28,916,787.73 18,494,610.76 56.35 (14) 

财务费用 -2,479,606.42 -4,014,891.87  (15) 

其他收益 3,511,722.28 2,667,008.98 31.67 (16) 

投资收益 -843,103.28 839,283.53 -200.46 
(1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50,979.37 1,185.10 54,830.33 

信用减值损失 -1,905,339.46 -4,709,880.93  (18) 

资产减值损失 578,421.12 243,983.16 137.07 (19) 

资产处置收益 30,001.06   (20) 

营业外收入 118.14 505.49 -7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93,754.92 -17,737,668.61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014.93 37,065,960.96 -98.83 (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91,657.10 -10,000,000.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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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系一是公司 2021 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将待摊房屋租金重分类至租赁负债；二是报告期

末待抵扣进项税较年初减少。 

(4)主要系公司 2021 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使用权资产。 

(5)主要系报告期内无形资产软件摊销所致。 

(6)主要系报告期内采购业务应付未付款减少。 

(7)主要系报告期内房屋租赁业务预收款结算减少。 

(8)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业务预收款结算减少。 

(9)主要系公司 2021 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负债，并将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主要系报告期内待转销项税额减少。 

(11)主要系公司 2021 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负债。 

(1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新设投资上海雷西精益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投入的资本增加。 

(1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减少，相应的销售成本减少。 

(14)主要系一是报告期内制衣外贸加工板块综合改革，列支改革成本；二是人工成本增加。 

(15)主要系报告期末美元汇率较年初的上升幅度低于上年同期，导致公司应收Falco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货款产生的汇兑收益同比减少。剔除汇率波动影响，主要系一是利息收入同比

增加；二是公司2021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利息费用。 

(16)主要系报告期内确认政府补助增加。 

(17)主要系报告期内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较上年同期投资收益减少。 

(18)主要系报告期末美元汇率较年初的上升幅度低于上年同期，导致计提的Falco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货款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19)主要系报告期内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 

(2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固定资产产生收益，上年同期无此业务。 

(21)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到期银行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的现金与购买结构性存款支付的现

金较上年同期均有减少，并且收回到期银行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的现金的减少幅度大于购

买结构性存款支付的现金。 

(23)主要系一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的现金增加；二是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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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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庄虔贇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