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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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姚良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良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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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14,111.29 18,843,631,132.18 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217,900,652.64 11,925,427,990.33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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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64,630.40 -797,182,767.58 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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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9,581,634.23 1,430,016,777.54 13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3,679,660.84 -101,525,779.54 34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8,500,319.57 -124,879,786.82 266.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2 -1.07 增加 3.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17 35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17 3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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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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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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93,1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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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2,205.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4,100,284.57  

所得税影响额 -7,992,281.18  

合计 35,179,3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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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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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良松 403,200,000 66.9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姚良柏 51,578,316 8.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817,537 6.61 0 无 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8,390,103 1.39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

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4,211,904 0.70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消费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47,044 0.64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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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聚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4,370 0.44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高新技术产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9,021 0.40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核心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83,886 0.36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

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899,902 0.3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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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良松 40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200,000 

姚良柏 51,578,316 人民币普通股 51,578,3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817,537 人民币普通股 39,817,53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8,390,103 人民币普通股 8,390,10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11,904 人民币普通股 4,211,90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消费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47,044 人民币普通股 3,847,04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聚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4,370 人民币普通股 2,674,3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高新技术

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9,021 人民币普通股 2,389,02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核心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83,886 人民币普通股 2,183,88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899,902 人民币普通股 1,899,9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姚良松、姚良柏为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 1外，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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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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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6,302,774,198.67 4,427,226,944.16 1,875,547,254.51 42.36% 

交易性金融资

产 
1,015,459,999.99 1,959,986,356.17 -944,526,356.18 -48.19% 

应收票据 256,777,312.90 194,768,893.14 62,008,419.76 31.84% 

其他应收款 68,506,092.23 38,977,378.96 29,528,713.27 75.76% 

其他流动资产 198,526,642.74 133,734,761.80 64,791,880.94 48.45% 

短期借款 3,147,342,831.64 1,626,607,676.62 1,520,735,155.02 93.49% 

应付票据 133,269,150.92 212,780,002.40 -79,510,851.48 -37.37% 

应付职工薪酬 197,217,440.66 475,015,543.80 -277,798,103.14 -58.48% 

(1)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主要是理财资金到期赎回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较期初减少主要是期末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3) 应收票据 ：较期初增加主要是大宗业务客户票据结算业务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主要是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5)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主要是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增加所致； 

(6)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主要是票据融资贷款增加所致； 

(7) 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主要是部分票据业务已结算所致； 

(8)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主要是2020年度年终奖金于本报告期发放所致。 

 

3.1.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299,581,634.23 1,430,016,777.54 1,869,564,856.69 130.74% 

营业成本 2,303,290,907.18 1,088,692,402.30 1,214,598,504.88 111.56% 

税金及附加  17,373,887.13 9,260,111.09 8,113,776.04 87.62% 

销售费用  319,474,599.63 198,588,682.68 120,885,916.95 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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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研发费用 167,573,510.48 78,866,673.57 88,706,836.91 112.48%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4,951,520.50 -2,350,258.52 -2,601,261.98 110.68%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3,813,007.69 6,701,833.33 7,111,174.36 106.11% 

投资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721,548.33 4,454,931.12 -3,733,382.79 -83.80% 

其他收益 26,993,077.26 17,996,838.83 8,996,238.43 49.99% 

营业外收入 5,334,613.59 1,685,606.54 3,649,007.05 216.48% 

营业外支出  1,705,270.20 2,982,372.29 -1,277,102.09 -42.82% 

所得税费用 51,882,272.37 -19,813,023.40 71,695,295.77 361.86% 

(1) 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主要是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本期各品类业务收入高速

增长所致； 

(2) 营业成本: 较上期增加主要是随销售收入同步增长所致； 

(3) 税金及附加：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收入增长，销量上升，应交增值税增加同步影响税金及

附加增加所致； 

(4) 销售费用：较上期增加主要是工资、广告宣传费增加所致； 

(5) 研发费用：较上期增加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6)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主要是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增加计提坏账所致； 

(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期增加主要是理财产品计提利息所致； 

(8) 投资收益：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合营、联营企业亏损所致； 

(9) 其他收益：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政府补助摊销增加所致； 

(10) 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主要是罚没收入等增加所致； 

(11) 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减少主要是报废损失减少所致； 

(12) 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增加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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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4,464,630.40 -797,182,767.58 572,718,137.18 71.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6,602,637.94 239,550,500.56 387,052,137.38 161.57%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主要是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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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转债转股情况 

欧派家居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欧派转债”）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0年2月24日至2025

年8月15日。在2021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共有57,442,000元“欧派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801,114股。截至2021年3月31日，累计有1,010,562,000元“欧派

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14,093,810股，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3.35%。尚未转股的“欧派转债”金额484,438,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32.40%。具体内容详情请见《欧派家居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2）关于公司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的相关事项 

2021 年 1 月 12 日收盘，“欧派转债”触发赎回条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欧派转债”的提前赎回

权，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具体内容详情请见《欧派家居关于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2021年 2月 2日收盘，“欧派转债”触发赎回条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欧派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具体内容详情请见《欧派家居关于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2021年 3月 2日收盘，“欧派转债”触发赎回条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 2021年 5月 31日前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欧

派转债”提前赎回权，并同意自 2021年 3月 3日至 2021年 5月 31日（含）期间，若“欧派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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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提前赎回条款，均不行使“欧派转债”提前赎回权，均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具体内容

详情请见《欧派家居关于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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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良松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