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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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叶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晓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丹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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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2,661,367.92 5,492,506,247.34 -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77,498,546.18 3,975,640,095.58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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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86,970.79 -96,989,419.0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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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254,967.00 760,850,991.03 -1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48,771.58 50,976,550.75 1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850,008.86 42,244,123.70 3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1.27 增加 0.25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说明：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4.8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17%，主要是

积极应对疫情：①2月初复工复产，转产防疫物资，减少固定成本开支，增加收益。②2月初部署

“线上门店、网销直播、网络培训”三个大开工。利用口罩进行线上线下引流，带动服装零售；

利用一般防护服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紧密合作，带动职业装业务开展。③抓住社保阶段性减半

征收、土地使用税下调等政府相关政策，依法降低公司成本；与房屋出租方积极沟通，降低租金

成本。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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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0,2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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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414.3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219,835.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010.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9,354.00 

所得税影响额 -1,600,902.15 

合计 4,898,7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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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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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1,263,099,071 49.86 0 质押 718,362,762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

户 

303,626,347 11.99 0 无 0 其他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140,502,676 5.55 0 无 0 其他 

周海江 58,063,491 2.29 0 质押 49,260,000 
境内自

然人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西藏信托－莱沃 37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6,770,277 1.45 0 无 0 其他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金玉 32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814,400 1.30 0 无 0 未知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 

24,281,092 0.96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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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渤聚投资基金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磐鼎·京晋 1号阳光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787,857 0.78 0 无 0 未知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9,759,300 0.78 0 无 0 未知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15,886,045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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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1,263,099,071 人民币普通股 1,263,099,071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红豆集团有限公

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质押专户 

303,626,347 人民币普通股 303,626,347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40,502,676 人民币普通股 140,502,676 

周海江 58,063,491 人民币普通股 58,063,491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3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6,770,277 人民币普通股 36,770,27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金玉 3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2,81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14,400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 
24,281,092 人民币普通股 24,281,092 

京渤聚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磐鼎·京晋 1号阳光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9,787,857 人民币普通股 19,787,857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7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59,300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15,886,045 人民币普通股 15,886,0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海江先生担任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

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为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开立

的可交换债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股份回购账户；江苏红

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3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

与人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部分管理

人员。除上述情况外，其他未发现关联关系，流通股股

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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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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增减比例（%） 变化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1,784,930.51 641,075,347.48 -31.09 
主要是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减少 

应收票据 2,874,888.19 1,805,882.57 59.20 
主要是公司收到的商业承兑

汇票的增加 

应收账款融资 5,209,187.80 19,177,605.82 -72.84 
主要是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

汇票的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1,010,578.25 753,491.77 34.12 
主要是公司预缴所得税的增

加 

预收款项 0.00 20,613,444.80 -100.00 

主要是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

后预收款项调入“合同负债”

科目 

合同负债 42,252,293.25 0.00 100.00 参照上述“预收款项”说明 

其他综合收益 -202,020,224.81 -116,294,536.10 -73.71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上海红豆

骏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的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公允价值的变动金

额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减比例（%） 变化原因 

研发费用 1,712,191.91 2,908,807.68 -41.14 
主要是公司签约设计师调整后薪酬

的减少 

财务费用 3,948,969.13 5,708,042.45 -30.82 
主要是公司短期流动资金借款利息

的减少 

其他收益 1,847,414.30 1,344,986.67 37.36 主要是公司政府补贴收入的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709,583.03 0.00 100.00 

主要是公司购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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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1,158,088.94 -1,366,630.39 不适用 
主要是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后计提坏

账准备金的减少 

营业外收入 191,313.46 941,848.33 -79.69 
主要是供应商交付能力提升后收到

违约金的减少 

营业外支出 629,543.90 74,262.38 747.73 主要是报废闲置设备损失的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减比例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3,586,970.79 -96,989,419.07 不适用 

主要是公司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减

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6,747,371.82 -21,443,328.02 不适用 

主要是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747,053.63 64,278,462.50 不适用 

主要是公司支付股份回购金额的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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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38元/股（含），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20年3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44,458,45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75%，成交的最高价为

4.53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3.23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60,310,788.53元（不含佣金、过

户费等交易费用）。公司回购方案尚未实施完毕。 

2、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与红豆集团有限

公司、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亿元，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亿元，持股比例5%。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保监复[2019]843 号），

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准筹建。报告期内，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了《中国银

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10%以下股东资格的批复》（苏银保监复

〔2020〕79号），并已完成发起人股东调整的相关工作（详见公司临2020-025号公告）。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已全部实缴出资，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关

于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苏银保监复【2020】132号)，并取得了中国银保监会

江苏监管局核发的《金融许可证》及无锡市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3、公司于2020年1月29日、2020年2月9日、2020年2月15日、2020年2月19日召开总经理办公

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捐赠的相关议案。公司向无锡市红十字会捐赠300件羽绒服（其中200件定

向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后勤保障服装，100件定向无锡市人民医院和无锡市

第二人民医院疫情防控），向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捐赠17件羊绒衫和17件羽绒服，向武汉市武昌

医院捐赠350件隔离衣；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捐赠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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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隔离衣。上述捐赠物资总价值约48.74万元，用于支援一线医务人员后勤保障及疫情防控工作，

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4、报告期内，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部分份额持有人因需提前退出员工持股计划，将持有的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其他持有人，并签署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转让协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数由11人变更为10人、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

与人数由30人变更为29人、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数由28人变更为27人，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总数均不变。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减持公司股票2,123,908股，不存在因员工持

股计划持有人处分权利引起股份权益变动的情况。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公司股票24,281,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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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薇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