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10 

 

公司代码：600662                           公司简称：强生控股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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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叶章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淙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章成

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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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4,163,444.15 6,855,504,368.22 -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224,451,792.78 3,236,109,632.22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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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46,425.62 28,092,243.94 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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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084,981.51 668,187,361.16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657,839.44 -92,228,926.20 8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1,359,705.42 -60,519,756.67 6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6 -2.91 增加 2.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11 -0.0876 87.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11 -0.0876 87.33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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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

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系公司本期

疫情相关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毛利同比增加。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的原因是主要系本期疫情相关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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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5,399.83 主要系车辆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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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4,330.88 
主要系政府扶持资金、疫情税金

减免、递延收益结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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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573.26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及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股权

价值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变动所

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900,991.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59,045.18  

所得税影响额 -1,511,238.10 
主要系上述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

所得税的综合影响。 

合计 9,701,865.98   

注：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共收到政府补助 208万元，其余金额主要系

因新冠疫情减免政策减免的税金、进项税加计扣除等计入其他收益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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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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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

公司 
474,043,561 45.00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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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磐沣价值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0,006,935 1.90 0 无 0 未知 

徐圣华 11,711,300 1.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

有限公司 
11,600,000 1.10 0 无 0 未知 

张国峰 6,690,0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0.57 0 无 0 未知 

蔡晓睿 5,213,93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

组合 
5,000,000 0.47 0 无 0 未知 

于亚男 4,000,0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丁兰芳 3,500,0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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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474,043,561 人民币普通股 474,043,561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磐沣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6,935 人民币普通股 20,006,935 

徐圣华 11,71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11,300 

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00,000 

张国峰 6,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0,000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蔡晓睿 5,213,930 人民币普通股 5,213,93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于亚男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丁兰芳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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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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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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增减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636,706,726.02 1,604,965,092.40 -60.33 

主要系年初用银行借款

10亿元及自有资金10亿

元归还上海久事（集团）

有限公司20亿元委托贷

款。 

应收票据 1,040,000.00 491,123.32 111.76 
主要系本期未到期应收

票据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44,984,249.93 65,714,514.24 -31.55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海巴

士永达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的股权投资。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050,012.13 47,259,242.66 -32.18 

主要系预付的车辆采购

款由其他非流动资产转

为固定资产。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50.00 

上年末为上海久事（集

团）有限公司20亿元委托

贷款，本期期末为银行借

款10亿元。 

应付职工薪酬 84,448,276.67 141,943,467.23 -40.51 
主要系本期兑现支付预

提的职工薪酬。 

 

◎报告期利润表主要财务指标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同比增减（%） 增减变化原因 

财务费用 5,338,312.81 1,593,418.09 235.02 

主要系公司本期账面存

量资金较上年同期减

少，导致冲减财务费用

的资金收益同比减少，

故本期财务费用同比增

加。 

研发费用 2,166,422.72 / / 
主要系研发项目增加，

研发费用支出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950,888.55 4,664,157.88 -79.61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杉

德巍康企业服务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款余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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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相应计提的信用减值

损失，本期无此事项。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98,573.26 -52,523,482.33 99.05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交易

性金融资产及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产股权价值受

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变动

所致。 

投资收益 5,500,600.42 9,916,966.80 -44.53 

主要系投资的金融资产

利润分配比上年同期减

少。 

资产处置收益 4,835,399.83 -3,732,667.71 229.54 
主要系本期车辆报废损

失比上年同期减少。 

其他收益 9,834,330.88 33,299,279.04 -70.47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三

个一批专项资金，本期

无此事项。 

营业利润 373,792.31 -90,119,711.81 100.41 

主要系公司本期疫情相

关支出比上年同期减

少，毛利同比增加。 

利润总额 173,876.32 -90,270,034.62 100.19 

主要系公司本期疫情相

关支出比上年同期减

少，毛利同比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657,839.44 -92,228,926.20 87.36 

主要系公司本期疫情相

关支出比上年同期减

少，毛利同比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11 -0.0876 87.33 

主要系公司本期疫情相

关支出比上年同期减

少，毛利同比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11 -0.0876 87.33 

主要系公司本期疫情相

关支出比上年同期减

少，毛利同比增加。 

 

◎报告期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同比增减

（%） 
增减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0,546,425.62 28,092,243.94 151.12 

主要系本期疫情相关支出

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25,504,383.24 79,993,000.00 -68.12 

上年同期收到杉德巍康企

业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余款，本期无此事项；本期

收到上海巴士永达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726,481.49 18,836,678.01 -96.14 

主要系投资的金融资产利

润分配比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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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付的现金 / 300,00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支出3亿元，本年无此事

项。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446,791.87 -251,073,970.73 89.47 

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支出，本年无此事

项。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 5,00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强生致行互联网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收到

少数股东投资款，本期无此

事项。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300,000,000.00 2,000,000,000.00 -35.00 

上年同期收到上海久事（集

团）有限公司发放的2020

年度委托贷款20亿元。 

本期发生银行借款13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09,450,161.25 -2,405,675.88 -41,861.19 

主要系年初用银行借款10

亿元及自有资金10亿元归

回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

司20亿元委托贷款。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965,350,527.50 -225,387,402.67 -328.31 

主要系经营活动、筹资活动

及投资活动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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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将盈利能力较强、发展潜力

较大的人力资源服务类业务资产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注入公司。本次重大重组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正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起停牌，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上海东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

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年，是上海市第一家

市场化涉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排名领先。该公司聚焦“人事管理、薪

酬福利、招聘及灵活用工和业务外包”四项核心主营业务，形成了覆盖中国大陆及亚太地区的服

务网络，以“咨询+技术+服务”高附加值业务模式为各类企业提供融合本土智慧和全球视野的全

方位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2、2020年 5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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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复牌后，公司及

本次交易拟置换的标的公司均正常经营，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4、2020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一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资产

重组职工劳动关系承继工作方案》。 

5、2020年 9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6、2020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海强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 

421,344,876 股 A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上海东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公司通过置产置换及

非公开发行 893,908,602 股 A 股股份购买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向上海东 

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6,008,657 股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7、2020年 10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议案。 

8、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9、2020 年 11 月 1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10、由于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的资产、业务及人员范围较广且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相关

防控工作的影响，相关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无法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公司根据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

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的规定，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日申请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财务数据的有效期延长 1个月，即有效期申请延期至 2021年 1月 31 日。 

11、2021 年 1 月 18 日，公司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予以

正式回复，反馈意见回复及中介机构核查意见于 2021 年 1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披

露。 

12、鉴于本次交易相关文件中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为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规定及保

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及相关各方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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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进行了加期审计。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强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818 号）之反馈意见回复

（修订稿）》、《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中介机构核查意见、补充更新后的本次交易

相关的审计报告及备考审计报告等。 

13、2021 年 4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14、2021年 4月 8日，公司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予以正

式回复，反馈意见回复及中介机构核查意见于 2021年 4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披露。 

15、2021年 4月 20日，公司披露了《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818 号）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上海强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等。 

16、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会议具体时间以中国证监会官网公告为准。 

本次重组方案由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四部

分组成。其中，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步实施，如

上述三项中任何一项未获相关程序通过，或未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则本次重组各项内容均不

予实施。 

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按照重大资产重组法律法规的相关

要求，依法合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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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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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章毅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