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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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庄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列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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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00,981,303.12 25,015,827,214.43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22,165,164.55 11,822,582,211.12 -5.92 

期末总股本 1,122,764,986.00 1,122,764,986.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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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81,508.57 -413,508,435.4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222,371,293.61 2,032,108,840.92 -3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700,311.42 35,396,438.35 -33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9,676,677.91 37,912,469.83 -33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 0.032 -33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 0.032 -336.47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080 0.034 -336.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1 0.319 减少 1.050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783 0.342 减少 1.1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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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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3,0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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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9,6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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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19.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44,562.32 

所得税影响额 -1,861,443.27 

非经常性损益应扣除的少数股东损益 -3,572,684.49 

合计 5,976,3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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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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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367,073,986 32.6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80,629,096 7.1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

赢 1号 
48,982,157 4.3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32,144,219 2.8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0,322,512 2.70 0 无 0 其他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21,202,500 1.8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661,832 1.3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867,000 1.32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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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12,610,120 1.12 0 无 0 其他 

张家港市沙钢铜业有限公司 10,037,469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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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367,073,986 人民币普通股 367,073,986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80,629,096 人民币普通股 80,629,096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号 48,982,157 人民币普通股 48,982,15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2,144,219 人民币普通股 32,144,21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322,512 人民币普通股 30,322,512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21,2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2,5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661,832 人民币普通股 15,661,83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8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67,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2,610,120 人民币普通股 12,610,120 

张家港市沙钢铜业有限公司 10,037,469 人民币普通股 10,037,4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系杉杉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受同一

实际控制人郑永刚先生实际控制。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有无其

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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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

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率

（%） 
说明 

预收款项  12,187,700.00 59,362,392.75 -79.4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把转

让承诺的商品之前已预收客户的款项重分

类到合同负债科目。 

合同负债  54,039,722.00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把转

让承诺的商品之前已预收客户的款项计入

合同负债科目。 

应付职工薪酬  39,354,527.79 83,454,320.78 -52.84 
主要系报告期内下属产业公司支付去年年

末计提各类绩效工资及奖金。 

应交税费  37,080,517.74 173,786,258.29 -78.66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缴纳去年计提抛售宁

波银行股票所得税及其他各类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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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待售负债  909,023,854.98 687,773,178.27 32.17 

系2020年2月，公司对子公司杉杉品牌公司

进行股权转让，将杉杉品牌公司及其子公司

资产、负债全部转入持有待售资产及持有待

售负债。报告期内杉杉品牌公司短期借款增

加1.82亿。 

递延所得税负

债  
369,306,351.25 577,353,398.60 -36.03 

主要系报告期内抛售宁波银行股票，同时受

洛阳钼业及宁波银行股票价格变动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876,572,464.56 1,547,957,642.95 -43.37 
主要系报告期内抛售宁波银行股票，同时受

洛阳钼业及宁波银行股票价格变动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损益类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 
说明 

营业收入 1,222,371,293.61 2,032,108,840.92 -39.85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各产业公

司销售量下降。 

营业成本 1,002,337,880.55 1,603,193,548.68 -37.48 
系报告期内各产业公司销售收入减少

致使销售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5,827,980.65 10,371,656.07 -43.81 
主要系报告期内各产业公司销售收入

减少致使税金及附加成本降低。 

信用减值损失 -12,443,706.91 -7,404,546.40 不适用 

系报告期内正极材料客户受疫情影响

回款不佳，应收账龄延长，公司增加

坏账准备计提。上年同期资产减值损

失金额-740.45万调整到信用减值损

失科目列示。 

资产处置收益 -163,090.23 -413,757.36 不适用 
主要系去年同期子公司内蒙古青杉处

置运输设备 36.29 万元。 

其他收益 20,292,448.92 14,436,848.41 40.56 
主要系报告期内各产业公司收到各类

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5,428,363.33 322,852.06 1581.38 

主要系公司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赠

500万元，全力支持抗击疫情防控工

作。 

所得税费用 3,512,789.33 23,903,105.45 -85.30 
主要系报告期内各产业公司销售收入

减少致使所得税费用降低。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83,700,311.42 35,396,438.35 -336.47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各产业

公司销售量下降，净利润同比下滑。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671,385,178.39 749,035,778.67 -189.63 
主要系报告期内抛售宁波银行股票及

持有的金融资产股票股价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1,213,311.79 30,215,617.04 -137.11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各产业

公司销售量下降，存在少数股东的子

公司净利润减少所致。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7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4,581,508.57 -413,508,435.43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产业公司销售量

下降，各项经营类支出减少，公司同时

加强费用管控，积极使用票据支付大额

材料货款，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比去年有所好转。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725,824.15 -1,109,485.06 不适用 系受汇率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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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48.1%股权转让事项进展 

2020年2月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杉杉

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48.1%股权转让的议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毕。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股权转让交割

事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2. 公司董事、监事换届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即将届满，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

次会议已提名庄巍先生、李智华先生、杨峰先生、李凤凤女士、彭文杰先生、沈云康先生、张纯

义先生、徐衍修先生、仇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其中

张纯义先生、徐衍修先生、仇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鉴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即将届满，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已提名洪志波女士、徐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同时，公司职工代表已

选举林飞波女士为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候选人尚需经公司拟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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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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庄巍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