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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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敏洁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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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148.15 549,250.62 -1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72,476.81 397,564.01 -6.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95.96 -3,758.9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9,913.47 178,400.76 -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007.27 14,412.22 -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668.46 11,403.94 2.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3.23 3.59 减少 0.3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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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14 -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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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61 739.7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22 1,097.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04 47.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0 -24.78 

所得税影响额 -142.49 -461.07 

合计 383.44 1,3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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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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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36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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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19,445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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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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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开元3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9,310,889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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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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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18,777,700 0.74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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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19,445 人民币普通股 182,91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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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

信托·开元 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9,310,889 人民币普通股 29,31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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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77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7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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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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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增减比例

（%） 
变化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9,622.35 64,107.53 -84.99 
主要是公司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减少 

应收票据 0.00   180.59 -100.00 
主要是公司应收回款收

到商业承兑票据的减少 

应收账款融资 663.47  1,917.76 -65.40 
主要是公司应收回款收

到银行承兑票据的减少 

存货 13,919.57 20,922.82 -33.47 

主要是公司推进柔性供

应链后减少了库存的产

生 

其他流动资产 28.04     75.35 -62.79 
主要是公司预缴企业所

得税的退回 

长期待摊费用 5,930.63 8,768.47 -32.36 
主要是公司门店道具装

修费用的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200.00 -100.00 

主要是公司预付无锡锡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

建款的收回 

短期借款 8,561.97 50,068.41 -82.90 
主要是公司归还了短期

流动资金借款 

应付票据  7,177.95  5,443.15 31.87 
主要是公司增加了电子

银行承兑的支付 

应付账款 27,248.13 44,935.45 -39.36 
主要是到期应付款项的

支付 

预收款项 0.00   2,0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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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12 0.00  100.00 

库存股 70,289.04 48,204.13 45.82 
主要是公司回购股份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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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15,716.07 -11,629.45 -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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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增减比例

（%） 
变化原因 

税金及附加 1,492.36 1,083.10 37.79 
主要是外贸业务增加后城建税

及教育费附加的增加 

财务费用 755.50 1,422.03 -46.87 
主要是公司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利息的减少 

其他收益 739.71 345.98 113.80 
主要是公司收到的疫情防控期

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投资收益 5,128.55 8,578.12 -40.21 
主要是公司理财产品收益的减

少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54.35 0.00                            100.00 

主要是公司购买公募基金产品

（华金国证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公允价值的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10.14 -2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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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减值损失 -3,065.87 -2,101.90 -45.86 
主要是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金的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6.59 -1.78 -270.94 
主要是公司出售非流动资产损

失的增加 

营业外收入 173.11 114.66 50.97 
主要是因房屋拆迁导致门店撤

店，公司收到的装修损失补偿 

营业外支出 178.62 89.14 100.38 
主要是公司对外捐赠及支付的

解约金的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增减比例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95.96 -3,758.92 不适用 

主要是公司购买商品支付的现

金流出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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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506.99 -2,644.55 不适用 

主要是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收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6,744.11 -17,334.87 -342.72 

主要是公司归还了短期流动资

金借款及回购股份的增加 

 

3.2 服装行业主要经营数据 

（1）报告期内各品牌的盈利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人民币 

品牌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HOdo男装 105,121.22 72,850.13 30.70 -24.34 -19.98 -3.77 

贴牌加工服装 15,708.40 11,644.44 25.87 -49.15 -52.82 5.76 

合计 120,829.62 84,494.57 30.07 -28.85 -26.99 -1.79 

 

（2）报告期内直营店和加盟店的盈利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门店类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直营店 4,119.96 2,122.89 48.47 -34.45 -37.67 2.67 

加盟联营店 68,931.48 51,249.32 25.65 -30.28 -25.90 -4.39 

合计 73,051.44 53,372.21 26.94 -30.53 -26.45 -4.04 

 

（3）报告期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

比（%）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

比（%） 

毛利率 

（%） 

线上销售 19,596.16 16.22 26.41 24,013.42 14.14 30.08 

线下销售 101,233.46 83.78 30.78 145,812.10 85.86 32.09 

合计 120,829.62 100.00 30.07 169,825.52 100.00 31.86 

 

（4）报告期内实体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关注门店盈利能力的提升和经营质量的改善。本报告期公司新开加盟店

72家；关闭直营店 21家，加盟店 198家。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体门店数量为 1,22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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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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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4日，公司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86,875,223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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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9.53万元（不含佣

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公司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2、公司于 2020年 9月 18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根据自身资

金情况，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上

述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购买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截至报

告期末，无锡红豆运动装有限公司使用前述 2,000万元自有资金全额购买中国农业银行“安心快

线·农银时时付”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对公专属）。 

3、公司于 2020年 7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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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阡县红十字会捐赠人民币 40,000元，用于石阡县第四初级中学学生宿舍建设项目，以支持贫困

地区教育事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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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调整退出员工持股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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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 9人、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数变更为 26人、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数变更为 23人，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总数均不变。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15,886,0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36,770,2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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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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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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