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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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旭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裘剑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晓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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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不存在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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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9,477,455.24 5,890,597,026.09 -1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91,122,183.66 3,275,381,427.71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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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285,241.73 -6.75% 5,034,289,662.06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419,809.17 -1.79% 546,163,675.99 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5,584,913.65 12.59% 476,207,557.24 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03,602,292.47 -7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00% 0.71 7.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00% 0.71 7.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9% -0.12% 16.91% 0.6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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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59,0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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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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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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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4,891,468.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75,990.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275,557.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66,594.67  

合计 69,956,118.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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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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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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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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力鸿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21% 370,046,180  
质押 12,000,000 

冻结 0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93% 129,924,0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8,310,500    

马信琪 境内自然人 2.39% 18,326,4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领先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61% 12,350,56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1.56% 12,009,8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

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6% 12,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6,009,57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5,7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0.71% 5,41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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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力鸿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370,046,18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46,180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129,924,090 人民币普通股 129,924,0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3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0,500 

马信琪 18,326,419 人民币普通股 18,326,4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2,350,563 人民币普通股 12,350,56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12,009,887 人民币普通股 12,009,8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9,570 人民币普通股 6,00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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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5,416,055 人民币普通股 5,416,0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二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马信琪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8,32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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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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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幅 说明 

货币资金 800,452,847.66 1,148,103,354.75 -30.28% 
主要系股利分配及对外投资等支付增加所

致 

应收票据 1,081,467,047.81 1,561,174,572.42 -30.73% 主要是背书承兑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272,879,903.58 88,840,437.03 207.16% 
主要系业务周期性变化等因素，导致期末

应收账款增加所致，与上年同期持平 

预付款项 44,315,713.79 15,546,085.96 185.06%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3,713,179.79 9,197,172.52 -59.63% 主要系定期存款减少及存款利率下降所致 

其他应收款 32,290,659.06 20,690,714.41 56.06% 主要系备用金增加所致 

存货 344,767,671.50 537,892,295.80 -35.90% 
主要系受 G20 影响导致时点性存货临时下

降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0.00 89,868,325.77 -100.00% 

主要系公司处置位于杭州经技术开发区 12

号大街 368 号的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地上的

房屋、建筑等所有附属物等资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53,904,405.34 906,176,055.30 -38.87% 主要系期末持有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5,643,959.68 193,302,865.31 135.72% 
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本来生活等）增加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67,836,224.56 112,772,922.46 48.83% 主要系公司上下游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09,433.96 3,644,144.17 -97.00% 主要系工程竣工结转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801,393.90 72,662,625.57 -41.10% 主要系上年预提费用核销所致 

应付票据 221,241,931.63 490,574,901.23 -54.90% 
主要系公司根据结算需要开具的应付承兑

汇票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768,520,276.11 1,194,965,287.94 -35.69% 
主要系 G20 及旺季备货带来的货款支付增

加所致 

预收款项 230,302,843.78 410,322,509.73 -43.87% 
主要系上年预收的土地厂房处置款核销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0,684,543.19 152,182,928.55 -33.84% 主要系上年预提工资薪金本年发放所致 

流动负债合计 1,530,010,334.98 2,508,413,368.29 -39.00% 
主要系货款支付增加、土地厂房处置预收

款核销、预提工资薪金核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676,937.05 2,363,217.44 -71.36% 主要系应计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9,017,142.85 21,233,247.14 -57.53% 主要系股权激励股份二期解锁所致 

非流动负债合计 9,694,079.90 23,596,464.58 -58.92% 主要系股权激励股份二期解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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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1,539,704,414.88 2,532,009,832.87 -39.19% 
主要系货款支付增加、土地厂房处置预收

款核销、预提工资薪金核销所致 

减：库存股 8,625,630.00 17,940,780.00 -51.92% 主要系股权激励股份二期解锁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09,792.54 1,230,817.11 -198.29%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 说明 

投资收益 15,546,836.48 27,030,085.57 -42.48% 主要系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73,936,144.45 50,079,021.17 47.64% 主要系本年土地房产处置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3,602,292.47 814,998,734.32 -75.02% 

授信政策及账期结算政策不变，主要系业

务周期性变化及 G20、旺季备货等因素，导

致应收账款增加、应付账款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757,680.00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对北京执一投资本金部分收回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38,933,808.18 12,756,430.16 205.21% 主要系收到北京执一投资收益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2,894,572.72 28,880,741.01 -55.35% 
主要系上年公司预收部分厂房土地的处置

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33,100,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期末本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多于购买

的理财产品，现金流量表列示位置调整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5,686,060.90 41,637,171.17 874.34% 主要系本期理财成本收回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0,828,439.30 54,527,461.87 -80.14% 
主要系本年公司固定资产、工程等投入减

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56,450,119.37 87,267,000.00 308.46% 主要系公司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0.00 748,494,576.56 -100.00% 

主要系期末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少于赎回

的理财产品，现金流量表列示位置调整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7,278,558.67 890,289,038.43 -58.75% 主要系公司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407,502.23 -848,651,867.26 104.53% 主要系本期理财成本收回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00,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收到易杯少数股东投资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18,883,061.79 0.00 100.00% 主要系质押的票据到期所致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

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52,000,000.00 86,840,000.00 -40.12% 主要系本年对少数股东分红减少所致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47,961.79 1,635,325.40 -139.62%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28,767,445.30 -576,002,407.54 -60.28% 

主要系收回的理财成本、承兑保证金增加.

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增加，收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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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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王旭宁;朱宏韬;朱泽春;黄淑玲;

上海力鸿新技术投资有限公

司;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崔建华;姜广勇;杨宁宁;

许发刚;金丽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避免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公司股份流

通限制承诺 

2008 年 05

月 16 日 
无限期 

正常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2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62,004.09 至 74,404.91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2,004.0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营养煲类、西式电器类产品持续快速增长，公司收

入情况和盈利情况平稳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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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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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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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8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站《公司 2016 年 8 月 1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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