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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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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顾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志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昊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641,072,846.43 21,985,744,164.24 1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788,491,804.42 9,751,949,960.81 10.6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56,187,603.10 103.68% 14,020,239,414.85 5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96,989,254.60 71.27% 1,111,883,312.83 6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4,390,607.05 60.77% 1,041,305,592.25 9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48,361,232.75 -75.25%

-1,733,600,

090.89

15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98 69.97% 0.2456 65.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98 69.97% 0.2456 65.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1.66% 10.85% 3.4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622,711.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6,793,697.6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6,722,335.8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640,769.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2,875.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01,730.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31,764.86

合计 70,577,720.5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收入退税款 194,042,472.26

根据财税发〔2000〕25号及深国税发〔2000〕577号文件，本公司享受销

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对其增值税实际

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公司收到的软件收入退税款与主

营业务密切相关、金额可确定，且能够持续取得，体现公司正常的经营业

绩和盈利能力，因此属于经常性损益。

信托和理财收益 1,104,941.94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 公司购买理财产

品的资金来源是由于公司使用信用证/�TT�代付/进口协议付款等方式支

付货款，使得公司本应立即支付给境外供应商的货款，在信用证/�TT�代

付/进口协议付款等到期前暂时闲置，公司则使用该部分暂时闲置的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 （即 “境内信用证/�TT�代付/进口协议付款+公司境内理

财” 组合业务）。所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与公司的境外进口采购业

务密切相关。 （2）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不具有特殊性和偶发性： 公司从

2011�年开始同各商业银行合作，开展上述组合业务，每月根据公司的采

购量进行理财规划，而且以后年度也会一直开展这套组合业务，具有高度

的连续性。（3）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体现了公司正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

力：公司开展以上组合业务取得的收益是建立在进出口业务的基础上，且

收益金额能够体现公司正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0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50%

2,467,187,

727

0 质押

417,760,

000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6% 319,445,000 0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46,711,53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1% 41,054,245 0

王立群 境内自然人 0.90% 40,747,04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7% 39,353,342 0

北京国美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37,742,376 0 质押

37,742,

376

卢芳满 境内自然人 0.43% 19,350,000 0

陆燕荣 境内自然人 0.42% 19,002,650 0

全劲松 境内自然人 0.41% 18,687,740

14,015,

80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67,187,727 人民币普通股

2,467,

187,727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319,4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445,

000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711,537 人民币普通股

46,711,

53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054,245 人民币普通股

41,054,

245

王立群 40,747,045 人民币普通股

40,747,

0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9,353,342 人民币普通股

39,353,

342

北京国美咨询有限公司 37,742,376 人民币普通股

37,742,

376

卢芳满 19,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50,

000

陆燕荣 19,002,65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2,

650

周文祥 16,540,101 人民币普通股

16,540,

1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全劲松为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根据其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的说明》，除顾伟和新疆兆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外，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劲

松相互之间非一致行动人。 2、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姚向荣与陆燕荣为夫妻关

系。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2020年9月30日，前10名股东中卢芳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19,350,000

股、 周文祥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16,540,001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货币资金较期初金额减少211,811.81万元，减少幅度52.3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支

出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较期初金额增加128,839.76万元，增加幅度725.7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入增加所

致；

3.� 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金额减少8,140.63万元，减少幅度50.4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以背书或

贴现目的持有的票据减少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期初金额减少4,357.38万元，减少幅度31.42%，主要原因系收回退税款所致；

5.�存货较期初金额增加72,420.62万元，增加幅度33.9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原材料增加所致；

6.� 固定资产较期初增加74,796.98万元，增加幅度36.56%，主要原因系需安装的机器设备验收所

致；

7.�无形资产较期初金额增加13,421.05万元，增加幅度36.76%，主要原因系影视播放权增加所致；

8.� 开发支出较期初金额增加5,922.65万元，增加幅度60.7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LED产品研发

投入增加所致；

9.�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金额增加4,853.52万元，增加幅度136.3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存货和

应收款项增加，对应减值增加所致；

10.�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金额增加30,904.87万元，增加幅度200.7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预付

固定资产款增加所致；

11.�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金额增加7,278.51万元，增加幅度31.0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所致；

12.� 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金额增加29,375.86万元，增加幅度1391.2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少数

股东增资所致；

13.�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498,812.71万元，增加幅度55.2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订单增

加所致；

14.�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414,892.51万元，增加幅度52.8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

加所致；

15.�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1,766.05万元，增加幅度50.7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收

入增加，增值税税费增加所致；

16.� 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0,948.80万元，增加幅度66.7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17.�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25,070.02万元，增加幅度204.4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减

少所致；

18.�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6,683.04万元，增加幅度35.08%，主要原因系增值税即征即退及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19.�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2,906.26万元，减少幅度71.0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信托理财减少

所致；

2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991.33万元，增加幅度1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减少远期

锁汇所致；

21.� 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1,518.41万元，增加幅度201.2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存货增

加所致；

22.�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8,885.25万元，减少幅度92.97%，主要原因系今年同期和解款减少

所致；

23.�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079.79万元，增加幅度38.8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

长，利润增加所致；

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05,452.97万元，减少幅度155.29%，主要原因

系报告期内购买原材料所致；

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330,456.18万元，减少幅度236.40%，主要原因

系报告期内购买设备款增加所致；

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235,037.02万元，增加幅度184.77%,主要原因

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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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9日，公司接到持股9.8937%的股东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计划在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221,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4.8930%。截至2020年10月2日，东方明珠新媒

体股份有限公司减持期限届满，已减持公司股份合计128,437,737股，占公司股份比例2.8372%，根据公

司2020年10月9日收到的东方明珠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其将在2020年10月10日起的15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3,0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不超过2.0557%。

2020年4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及其他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兆驰光元

分拆至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并仍将维持对兆驰光元的控制权。 详情请见公司2020年4月18日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创

业板上市的预案》等系列公告。

2020年6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政府签

署投资协议的议案》，控股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光元” ）与南昌市青

山湖区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在现有的LED封装项目基础上，计划新增2000条LED封装生产线及

相应制程设备（最终以项目实际投入LED封装生产线的数量为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LED封装规模优

势，带动当地LED产业发展。

2020年9月1日，公司接到董事康健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8,175,885股本公司股份，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的， 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

减持。 窗口期不减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东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减

持计划

2020年03月10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8）

2020年07月11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7）

2020年07月23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2）

2020年10月10日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继续

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

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2020年04月18日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

签订LED封装生产线投资协议 2020年06月30日 《关于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董事康健先生减持计划 2020年09月02日

《关于董事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7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9月，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974.77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11.41

万元。 截至2020年09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1.43万元。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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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7,000 0 0

合计 77,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7 月

02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信达澳银投资者代表

公司经营情况

介绍及答复投

资者提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投 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07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兴全基金：叶峰、陈泓志、

涂围，安信电子：贾顺鹤，

花旗证券：Arthur�Lai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投 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10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中庚基金：张传杰；兴证

电子：仇文妍；风和基金：

施淇淇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投 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15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华商基金：常宁；拾贝投

资： 陈俊； 中庚基金：陈

涛；东吴基金：江耀堃；平

安养老保险： 蓝逸翔；国

投瑞银基金：刘宏；银华

基金：刘一隆；华夏东方：

徐梦彤；太平资管：严祺

星、张浩立；上投摩根基

金：翟旭；招商财富资管：

周实；汇融丰资管：侯文

楚等32位投资者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投 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22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人保资管：蔡春根，南方

基金：曹帆，华商基金：常

宁，兴证全球基金：陈泓

志、廖宇乐，浙商基金：陈

鹏辉，鹏华基：程卿云，华

富基金：戴弘毅，华夏资

本：丁鑫，上投摩根基金：

冯自力， 易方达基金：韩

阅川，嘉实基金：胡涛，等

208位投资者。

公 司 发 展 历

程、 经营情况

介绍及答复投

资者提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投 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7 月

24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东方资管：周杨、虞圳劬

公司主营业务

介绍及答复投

资者提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投 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8 月

26日

电话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安信资管：郑佳文，国海

证券资管：夏添,�国泰君

安证券:�方定成，平安银

行： 刘飞， 天泓基金：李

杰，西南投资：刘昭伟，中

金公司：卢师伟，中金基

金： 李林， 中邮基金：周

楠，等41位投资者。

答复投资者提

问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投 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8 月

26日

媒体采访 其他 其他 证券时报：吉菲菲

就经营业绩 、

核心竞争力 、

疫情应对以及

LED全产业链

等问题进行采

访

详情请查阅巨潮资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投 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6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二〇年十月

十三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上午10:00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

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6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顾伟先生主持，出席

会议的董事逐项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于2020年10月2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编号为：2020-078）同时刊载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7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二〇年十月

十三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下午14:00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

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6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丁莎莎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于2020年10月2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编号为：2020-078）同时刊载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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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谢秉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新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少兵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373,606,037.83 2,524,364,584.28 3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04,467,562.72 1,957,377,185.61 12.6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10,306,613.33 27.71% 1,376,683,237.95 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7,374,642.17 36.38% 348,651,959.01 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0,435,033.20 34.38% 327,516,529.13 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5,726,276.71 193.56% 383,685,483.61 13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38.46% 0.67 13.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38.46% 0.66 1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8% 1.76% 16.76% -0.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4,885.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859,430.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33,225.3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071,346.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17,236.28

合计 21,135,429.8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5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谢秉政 境内自然人 41.25% 216,172,000 162,128,999

谢挺 境内自然人 5.56% 29,131,997 0

冯玲玲 境内自然人 3.75% 19,652,000 0

申金冬 境内自然人 3.75% 19,652,000 14,739,000

谢炳銮 境内自然人 2.88% 15,081,734 0

李惠强 境内自然人 2.88% 15,081,623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三组合

其他 1.83% 9,576,578 0

唐新乔 境内自然人 1.50% 7,860,800 5,895,600

广东通盈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7,860,8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夏优势

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7,500,047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谢秉政 54,043,001 人民币普通股 54,043,001

谢挺 29,131,997 人民币普通股 29,131,997

冯玲玲 19,6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2,000

谢炳銮 15,081,734 人民币普通股 15,081,734

李惠强 15,081,623 人民币普通股 15,081,623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9,576,578 人民币普通股 9,576,578

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8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7,860,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0,047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47

刘艳辉 7,238,368 人民币普通股 7,238,368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6,861,574 人民币普通股 6,861,5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谢秉政与冯玲玲系夫妻关系；谢秉政与谢挺系兄弟关系；谢秉政、冯玲玲、谢挺系一致

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010,491,265.63 475,429,704.37 112.54%

主要系本期收到可转债募集资金6.81亿

元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00.00 - - 主要系本期购买华泰收益凭证产品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31,158,332.08 473,993,854.99 75.35%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7,904,275.09 18,248,222.38 162.51% 主要系智能化仓储项目进度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 26,851,681.03 -100.00% 主要系去年底预付工程款

应付债券 622,883,537.75 - -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债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485,590.89 1,394,903.51 795.09%

主要系可转债权益部分确认递延所得税

负债

股本 524,069,710.00 308,276,300.00 70.00%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52,576,568.10 - -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债所致

资本公积 226,853,758.74 442,647,168.74 -48.75%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 7,505,224.65 11,229,895.20 -33.17%

主要是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

交增值税减少导致相关附加税费减少所

致

财务费用 4,434,769.94 -3,990,517.48 211.13%

主要系本期确认可转债实际利息支出所

致

其他收益 11,859,430.38 1,305,578.00 808.37%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906,516.80 -13,673,736.17 -52.90% 主要系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2,337,635.67 36,584,601.73 -38.94%

主要系上期收到政府专项补助2000万元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7,670,000.50 120,446,205.15 -77.03%

主要系上期支付公司总部大楼工程款所

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70,000,000.00 1,050,010,100.00 30.47%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81,200,000.00 - -

主要系本期收到可转债募集资金6.81亿

元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7,968,614.69 103,465,075.57 -43.97% 主要系上期收到员工持股转让款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54,138,150.00 90,669,500.00 70.00% 主要系本期支付分红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63,004,023.01 90,972,339.72 -30.74% 主要系上期支付回购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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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2019年09月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020年03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20-012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2020年04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20-02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2020年06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20-039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2020年07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20-05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860号” 文核准，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667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26.17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697,953,900.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73,876,9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624,077,000.00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2月20日全部到账，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广会验字[2016]� G14002150538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4,291.46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20,896.61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余额为18,116.24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2,780.37万

元。 公司已使用1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理

财产品，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38号” 核准，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68,9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89,000,

00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10,270,660.38元（不含税金额）后净筹得人民币678,

729,339.62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6月19日全部到账，业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20）第410005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0,463.97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47,459.61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余额为47,408.96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为50.65万元。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储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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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19,000 19,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7,000 55,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 2,000 0

合计 78,000 76,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秉政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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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9

日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公司总部8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由董事长谢秉政先生

主持召开。 通知于2020年10月14日以电话、邮件、专人通知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 详见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广州一享服装有限公司预计面料采购及委托承揽加工服装2,000万元

人民币，并与其签订交易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谢秉政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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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9日

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公司总部8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

年10月14日以电话、邮件、专人通知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

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史民强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 详见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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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宁波市比音勒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

向广州一享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享服装” ）采购面料及委托承揽加工服装金额约人民币2,000

万元，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享服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冯玲玲女士的亲属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董事谢秉政先生在本次董事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一享服装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冯中港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M3R21R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921-929号202（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帽子制造；服饰制造；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服装批发；皮革及皮革制品批发；编制、

缝纫日用品批发；鞋批发；箱、包批发；服装辅料批发；机织服装制造；羽毛（绒）加工；羽毛（绒）制品加

工

主要股东：冯中港持股90%、欧阳林持股10%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6月30日，一享服装总资产为1,587万元、净资产为209万元，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3,

057万元、净利润11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说明

一享服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冯玲玲女士的亲属控制的企业，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

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经查询，一享服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关联交易总额2,000万元，具体内容包括：公司拟向一享服装采购面料，预计总金

额约为50万元；子公司宁波市比音勒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委托一享服装承揽加工服装，预计总金额

约为1,950万元。 双方约定以公司确定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付款。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一享服装的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是持续性交易行为，关联交易合

同的签订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一享服装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主业

优势，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2、本次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且交易金额及其占同类交易的比重较小，预计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影响较小，公司在交易中拥有主动权，不会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关联人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094.56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公司已将相关材料送独立董事审阅，我们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

查，认为该项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事项，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将本次关联

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

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由双方平等协商定价，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核查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交易协议。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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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4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均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26日、10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近日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购买了保本型理财

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钩汇率）产品

2、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3、投资金额：人民币4.5亿元

4、预期年化收益率：1.65%-4.45%

5、投资收益起算日：2020年10月16日

6、投资到期日：2021年1月18日

7、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平安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经管理层事前评估投资风险，严格筛选投资对象，

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主体发行的理财产品。

公司管理层将跟踪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投向、进展和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

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将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审计部负责全面检查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并根据谨慎性原

则，合理地预计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可能产生的风险与收益，每季度向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3、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

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四、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本金金额为64,000万元（含

本次）。

五、备查文件

1、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钩利率）产品确认书、产品合约、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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