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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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697,036.05 302,698,466.31 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314,721.19 224,721,461.53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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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8,617.03 36,158,641.18 -1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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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76,052.09 146,980,250.21 -7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3,716.06 -5,820,45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32,300.90 -5,820,599.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5.69 增加 4.70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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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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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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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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5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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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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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2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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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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8.15  

所得税影响额 -47,913.14  

合计 1,108,5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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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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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婷婷 1,941,561 1.45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王文霞 1,384,849 1.0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梁旋 1,108,200 0.83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吴云兴 1,104,428 0.83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 
1,102,857 0.82 0 未知  未知 

王坚宏 1,059,118 0.7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王秀荣 1,036,900 0.78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陈荣 1,008,479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罗树勤 849,412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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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婷婷 1,941,561 人民币普通股 1,941,561 

王文霞  1,384,849 人民币普通股 1,384,849 

梁旋       1,1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200 

吴云兴   1,104,428 人民币普通股 1,10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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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102,857 人民币普通股 1,102,857 

王坚宏 1,059,118 人民币普通股 1,059,118 

王秀荣 1,0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6,900 

陈荣 1,008,479 人民币普通股 1,008,479 

罗树勤  849,412 人民币普通股 84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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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股

股东，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陶婷婷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以上的个人股东，是

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除此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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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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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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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6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兑付

所致 

应收账款 41,541,857.73 20,321,335.12 104.42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881,712.73 14,601,500.05 -59.72 主要系期末持有的银行承

兑汇票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7,801,276.83 2,537,186.09 207.48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64,689.67 117,269.30 1,063.72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存货 23,014,158.18 12,282,447.84 87.37 主要系期末库存商品增加

所致 

固定资产 3,506,951.23 1,851,203.09 89.44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无形资产 12,054,495.69 1,253.45 961,605.35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5,966,000.75 2,592,675.20 130.11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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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385,114.20 3,712.79 10,272.64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商誉 118,316,679.89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购常奥体育

形成的商誉 

应付票据 38,700,000.00 70,000,000.00 -44.71 主要系本期使用银行承兑

汇票购货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8,221,148.74 2,368,827.20 247.06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预收款项 1,514,356.75 950,176.60 59.38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886,802.86 171,253.37 2,753.55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应交税费 13,138,729.75 1,305,331.86 906.54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应付款 40,563,397.65 2,348,068.27 1,627.52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7,609.43 0.00 100.00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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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2日、2020年 2月 4

日分别召开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通过支付现金 12,842.50万元的方式购买江苏常

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奥体育”）55.00%股权（详见 2019-042、2020-010号临时

公告）。 

2020年 2月 28日，常奥体育取得了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412398283580L），常奥体育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本次变更完

成后，常奥体育 55%股权已登记至公司名下（详见 2020-011号临时公告）。常奥体育从 2020年

3月 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重大资产收购协议约定支付前两期交易对价款共计

10,916.13万元，占本次重大资产收购交易总对价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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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