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 / 7 

 

公司代码：600768                                               公司简称：宁波富邦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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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凌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岳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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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84,963.63 402,100,328.32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686,999.15 226,439,025.7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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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9,286.28 -17,018,6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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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77,592.80 39,976,052.09 11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026.55 -2,223,7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9,974.01 -3,332,30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0.99 增加 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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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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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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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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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409.2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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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61,3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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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58,852.31  

合计 337,9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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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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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49,820,082  37.2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周爽      4,267,300 3.1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陶婷婷    1,953,961 1.4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戚家伟   1,310,800 0.9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云兴   1,110,428  0.8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宇光      1,101,200  0.8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舒月 1,076,578 0.8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雪琴 1,019,700 0.7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荣 1,008,479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孙福忠      924,20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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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820,082 人民币普通股 49,820,082 

周爽     4,267,300 人民币普通股 4,267,300 

陶婷婷   1,953,961 人民币普通股 1,953,961 

戚家伟  1,31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0,800 

吴云兴  1,110,428 人民币普通股 1,110,428 

周宇光     1,1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1,200 

林舒月 1,076,578 人民币普通股 1,076,578 

周雪琴 1,01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9,700 

陈荣 1,008,479 人民币普通股 1,008,479 

孙福忠     924,200 人民币普通股 92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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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述十大股东中，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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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012,416.83 44,012,416.83 -43.17% 主要系理财产品

到期兑付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091,381.48 11,356,257.22 -63.97% 主要系期末持有

的银行承兑汇票

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11,294,228.53 8,125,903.10 38.99% 主要系预付货款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344,302.38 953,655.91 145.82% 主要系应收暂付

款增加所致 

存货 11,475,762.42 8,502,190.93 34.97% 主要系期末库存

商品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1,432,693.27 3,350,742.49 -57.24% 主要系期末预收

款确认收入所致 

应交税费 5,556,009.18 8,115,019.33 -31.53% 主要系上年末计

提的税金本期缴

纳所致 

 

利润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分析: 

营业收入 87,477,592.80 39,976,052.09 118.82% 主要系本期销售

增长及上年同期

受疫情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79,679,108.08 38,019,916.33 109.57% 主要系本期销售

增长及上年同期

受疫情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370,898.89 195,825.92 89.40% 主要系本期销售

增长及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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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180,350.41 -420,773.24 -57.14% 主要系本期存在

利息费用 

投资收益 235,409.23 1,084,583.04 -78.29% 主要系本期理财

产品收益减少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699,941.41 -45,688.72 1431.98% 主要系本期计提

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61,614.34 81,883.09 97.37% 主要系转销无法

支付的应付款项

所致 

营业外支出 223.8    主要系罚款支出

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41,363.47 504,216.86 245.36% 主要系本期所得

税费用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331,694.89 -12,285,101.52   主要系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0,323.18 16,500,000.00  -109.72 主要系上期少数

股东增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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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1年4月5日召开了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相关方签署《关于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拟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51.38%股权分别转让给

常州叁零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5322%，常州灿星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9.9566%，江苏省大运河（常州）文化旅游发展基金（有限合伙）9.9566%，常州青枫云港投

资中心7.9652%，常州市九久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9652%，整体交易作价1.29亿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完成股权交割，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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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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炜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