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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 股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8 元（含

税）。 

 本次现金分红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现金分红方案内容 

根据公司 2021 前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67,962,251.26 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分配前三季度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8 元（含税）。



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股。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50,000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后总股本变更为 55,556 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60,000,480.00 元（含税），占 2021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未经审计）的比例为 25.61%。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

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

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

配总额，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

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第二届第四次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规定与要求，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所处



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当期资金需求，

与公司及行业的未来发展情况相匹配，可以让公司全体股东分享

公司和行业的成长成果，更满足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符

合公司未来经营计划的实施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同意公司董

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同意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

司章程》等相关文件规定与要求，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所处的发

展阶段、行业特点、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当期资金需求，与

公司及行业的未来发展情况相匹配，可以让公司全体股东分享公

司和行业的成长成果，更满足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符合

公司未来经营计划的实施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监事会同意公

司的利润分配预案。 

三、董事会对现金分红的说明 

（一）本次现金分红方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公

司可以进行利润分配：（一）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

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二）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在满足现金分红条

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

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 2018-2020 年度的财务报告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编号为“容诚审字[2021]201Z0059 号”

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的《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公

司 2020 年合并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为 769,447,849.30 元，母公司

单体未分配利润为 85,593.733.89 元。 

同时，根据公司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5.89 亿元，同比增长 2.27%，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4 亿元，同比增长

14.87%。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1,003,730,809.33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67,962,251.26 元。 

目前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流动资金和银行给予融资额度充

裕，可以充分支持公司后续的正常生产、经营和资本性投入资本

支出的需求。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目前满足利润分配的条件，本次现金

分红方案已综合考虑了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情况，符合

《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 

（二）本次现金分红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第五条“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

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一）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

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二）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

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三）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

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目前处于成长期且未来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发展阶

段，公司本次现金分红合计拟派 60,000,480.00 元（含税），占

2021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未经审计）的比

例为 25.61%。本次现金分红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所处的发

展阶段、行业特点、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当期资金需求，与

公司及行业的未来发展情况相匹配，可以让公司全体股东分享公

司和行业的成长成果，更满足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符合

公司未来经营计划的实施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文

件规定与要求。 

（三）本次现金分红的资金来源及合理性 



1、本次现金分红的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股利分配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前期经营积累及当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

金（合并）余额为 30,438.59 万元，本次现金分红预计金额为

6,000.048 万元，实施现金分红后，公司仍剩余一定规模的货币

资金，未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实施现金股利分配

具有合理性。 

2、本次现金分红的合理性 

在 2021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完成现金股利派

发，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及财务数据的影响如下： 

金额：万元 

项目 

2021 年 9月 30日 

金额 
本次现金分红预

案影响金额 

本次现金分红预

案实施后的调整
金额 

货币资金 30,438.59 -6,000.05 24,438.54 

流动资产 267,379.78 -6,000.05 261,379.73 

非流动资产 308,264.80 - 308,264.80 

资产合计 575,644.58 -6,000.05 569,644.53 

流动负债 391,285.84 - 391,285.84 

非流动负债 17,158.50 - 17,158.50 

负债合计 408,444.34 - 408,444.34 

未分配利润 100,373.08 -6,000.05 94,373.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7,200.24 -6,000.05 161,200.19 

流动比率（倍） 0.68 / 0.67 

资产负债率 

（合并） 
70.95% / 71.70% 

如上所示，在不考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下，假设公司本次现金分红预案在 2021 年 9月 30日完成，公司

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偿债能力及流动性

仍保持在合理水平。公司报告期内现金分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报告期内实施的各次现金分红具有恰当

性，与公司财务状况相匹配。 

（四）本次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的募投项目的实施 

1、公司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面料技术改造建设项

目（嵊州） 
面料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13,416.52 6,000.00 

2 
面料技术改造及扩能

建设项目（越南） 

嵊州盛泰针织有限公司增

资盛泰纺织（越南）股份

有限公司面料技术改造及

扩能建设项目 

9,910.62 9,800.00 

3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

司生产线技术改造升

级建设项目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生

产线技术改造升级建设项

目 

6,331.10 3,000.00 

4 
盛泰集团智能制造系

统建设项目 

新马（安徽）制衣有限公

司智能制造系统建设项目 
1,154.32 800.00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智

能制造系统建设项目 
1,529.58 600.00 

河南新马制衣有限公司智

能制造系统建设项目 
2,223.00 2,000.00 

5 
河南织造及成衣生产

中心建设项目 

织造及成衣生产中心（成

衣）建设项目 
9,835.00 5,000.00 

织造及成衣生产中心（织

造）建设项目 
6,769.00 3,000.00 

6 补充营运资金 补充营运资金 20,000.00 16,071.59 

合计 71 ,169.14 46 ,271.59 

如上所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71,169.14

万元，其中拟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46,271.59 万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部分为 16,071.59 万元），



资金缺口 24,897.55 万元主要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自有资金等

方式解决。不考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影响，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合并）余额为 30,438.59 万元，

本次现金分红预计金额为 6,000.048 万元，实施现金分红后，公

司仍剩余一定规模的货币资金，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的正常进行。 

2、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 

为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在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先行投入。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

额为 25,499.01 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

述事项出具了《关于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

[2021]201Z0223 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1 
面料技术改造建设项

目（嵊州） 

面料技术改造建设

项目 
13,416.52 6,000.00 5,084.46 

2 
面料技术改造及扩能
建设项目（越南） 

嵊州盛泰针织有限
公司增资盛泰纺织

（越南）股份有限公

司面料技术改造及

扩能建设项目 

9,910.62 9,800.00 9,202.59 

3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公

司生产线技术改造升

级建设项目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

公司生产线技术改

造升级建设项目 

6,331.10 3,000.00 2,820.44 

4 
盛泰集团智能制造系

统建设项目 

新马（安徽）制衣有

限公司智能制造系
统建设项目 

1,154.32 800.00 785.30  



序号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湖南新马制衣有限

公司智能制造系统

建设项目 

1,529.58 600.00 476.77  

河南新马制衣有限

公司智能制造系统

建设项目 

2,223.00 2,000.00 1,300.74  

5 
河南织造及成衣生产

中心建设项目 

织造及成衣生产中

心（成衣）建设项目 
9,835.00 5,000.00 4,169.75  

织造及成衣生产中

心（织造）建设项目 
6,769.00 3,000.00 1,658.96  

6 补充营运资金 补充营运资金 20,000.00 16,071.59 - 

合计 71,169.14 46,271.59 25,499.01 

公司募投项目已严格按照计划实施，本次现金分红资金来源

系公司前期经营积累及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不会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后续公司将继续严格按

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监

督与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将实行专户存储，切

实做到专款专用。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良好的现状，兼顾

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积极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

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

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