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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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868,674.80 686,566,065.43 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9,936,522.46 426,690,529.97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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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9,508.48 19,351,576.48 1.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1,076,543.16 214,771,087.88 -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5,992.49 -2,979,506.2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8,089.19 -682,890.5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0.6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 -0.01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 -0.01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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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8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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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3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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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2,512.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37,652.34  

合计 3,644,0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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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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3 （A股：20899；B股：7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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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 964,3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侯恒斌 923,1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峰 860,0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湖南万君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万君精选 7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26,480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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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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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 964,300 人民币普通股 964,300 

侯恒斌 923,100 人民币普通股 923,100 

陈峰 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0,000 

湖南万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万君精

选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26,480 人民币普通股 726,480 

俞文灿 68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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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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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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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金数(元） 增加额(元） 变动比率(%) 

货币资金    164,501,240.76    292,722,233.51  -128,220,992.75     -43.8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1,772,080.00     20,734,641.00  151,037,439.00     728.43  

应收账款     30,221,019.65     68,254,680.37  -38,033,660.72      -55.72  

预付账款    137,811,555.41     74,178,289.21   63,633,266.20       85.78  

应付账款   36,737,386.27   58,101,092.04  -21,363,705.77   -36.77  

合同负债   162,188,714.23   98,479,695.38   63,709,018.85   64.69  

预收账款   3,405,932.02   426,347.33   2,979,584.69   698.86  

应付职工薪酬     17,518,894.14     26,044,260.27   -8,525,366.13    -32.73  

应交税金      1,498,995.55      2,617,337.24  -1,118,341.69      -42.73  

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业务结算完成所致。 

预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业务结算完成所致。 

应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业务结算完成所致。 

合同负债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预收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预收房屋租赁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绩效工资及劳务派遣工资结算变动所致。 

应交税金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税金结算变动所致。 

2）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的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外贸业务收入同比减少及核算口径变化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汇兑损益变动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收到与经营无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远期结售汇到期结算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3月）(元）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3月）(元） 
增加额(元） 

变动比率

(%) 

销售费用   7,009,964.48   12,341,309.16  -5,331,344.68 -43.20 

财务费用  -2,297,852.08   -451,724.77   -1,846,127.31   -408.68  

其他收益        320,365.02          706,944.89     -386,579.87   -54.68  

投资收益  1,934,936.89      643,886.15   1,291,050.74   200.51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992,651.50       -4,145,153.35    5,137,804.85    123.95  

信用减值变动   567,963.29   379,036.98   188,926.31   49.84  

营业外支出  0.00 100,049.46     -100,049.4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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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变化所致。  

信用减值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期末应收款变化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 上期捐赠支出所致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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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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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公司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函告，标的资产在首次挂牌期内未征集到意向受让

方，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下调标的资产挂牌价格至评估价格的

90%，即以人民币2243.92万元继续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重庆一毛条股权，其余挂牌

条件与首次挂牌条件保持一致。 

截止报告日，标的资产尚处于挂牌中，挂牌价格为人民币2243.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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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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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日，本事项尚在进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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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作设立基金事项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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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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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报编制期间，公司对所持创新壹号基金股权的公允价值作判断，鉴于查封（冻结）股权

存在执行异议诉讼等原因，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所持基金份额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截至报告期末，创新壹号基金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尚未取得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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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3日及2020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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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