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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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志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跃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黄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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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95,163,585.23 647,941,309.01 5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0,936,997.92 65,112,159.56 17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5,414,943.12 51,893,565.69 19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208,440.67 -22,127,414.36 19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5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5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2.28%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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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4,553,969.43 4,858,669,173.76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09,529,697.38 3,228,461,628.60 5.6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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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39,184.0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的产

业扶持金。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21,231.9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风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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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498.6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24,838.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5,619.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20,465.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22,4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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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1,357.12  

合计 25,522,054.80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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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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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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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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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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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婷婷 境内自然人 15.24% 185,564,542    

吴志泽 境内自然人 10.35% 126,056,099 94,542,074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资管

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 32,571,851    

吴特 境内自然人 1.79% 21,800,466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资管乾利

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21,534,500    

余建隆 境内自然人 1.64% 19,950,000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易方达基金－汇金资管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1,587,600    

叶庆来 境内自然人 0.82% 10,000,000    

黄永耀 境内自然人 0.77% 9,385,869    

张玉叶 境内自然人 0.66% 8,09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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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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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婷 185,564,542 人民币普通股 185,564,542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2,571,851 人民币普通股 32,571,851 

吴志泽 31,514,025 人民币普通股 31,514,025 

吴特 21,800,466 人民币普通股 21,800,466 

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1,5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34,500 

余建隆 19,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50,000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易方达基金－汇

金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58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87,600 

叶庆来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黄永耀 9,385,869 人民币普通股 9,385,869 

张玉叶 8,095,466 人民币普通股 8,095,4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吴志泽、吴婷婷为一致行动人，与前十名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

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广发证券－中国银行－广

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一

致行动人； 

股东张玉叶、吴特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余建隆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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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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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科目 
期末              

（或本报告期） 

年初数 

（或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0.00 380,000,000.00 31.58%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95,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101,377,610.97 45,968,631.60 120.54%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采购款所致。 

使用权资产 84,288,088.6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将公司持有的租赁资产的账面

价值在“使用权资产”项目列示所致。 

预收款项 5,993,597.00 8,612,062.65 -30.40%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前期预收的租金款确认收入。 

应付职工薪酬 78,238,430.10 142,610,817.31 -45.1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绩效奖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4,942,610.8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将一年内需支付的租赁负债重

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列示。 

租赁负债 31,673,734.07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将企业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的期末账面价值在“租赁负债”科目列示所致。 

营业收入 995,163,585.23 647,941,309.01 53.59%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销售下降；报告期内消费市

场逐步恢复常态，各品牌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327,057,943.88 244,067,856.46 34.00%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374,488,586.92 233,340,251.64 60.49%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公司积极开源节流，加强费用管控

所致，本报告期内工资及广告宣传费等同比上升，另外受收入准

则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 14,919,680.23 10,652,608.59 40.06%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积极开源节流，加强费用

管控所致。 

财务费用 -2,214,549.48 3,421,510.00 -164.72%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存款增加和贷款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9,959,649.37 12,043,090.14 148.7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两期对比时间差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5,176,202.74 3,035,400.25 70.53%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外投资项目收益、分红增加及对外理财收益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064,644.01 -9,490,492.70 78.25%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终端销售大幅下降导致客户回款延

迟，增加对应收账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所致。 

营业外支出 688,669.77 1,610,899.05 -57.25% 主要系上年同期为抗击疫情公司加大对外捐赠所致。 

利润总额 232,282,523.62 82,980,158.57 179.93%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销售大幅下降,本报告期各品牌

收入实现增长,加强费用管控,对外投资收益和收到的政府补助同

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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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50,032,971.05 19,961,057.06 150.6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增加导致应纳税额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889,909,091.75 594,587,290.67 49.67%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增长货款回笼增加，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货

款回笼大幅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73,551,822.37 40,528,513.11 81.48%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款和保证金增长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73,573,884.44 245,194,183.65 52.36%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采购减少，本报告期内采购货源投入

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9,370,165.44 74,827,513.64 86.2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2020年部分展期税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9,234,524.53 120,620,897.66 40.30%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公司积极开源节流，加强费用管控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208,440.67 -22,127,414.36 191.33%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销售、货款回笼大幅下降，本报告期

销售增长货款回笼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80,618,000.00 169,000,000.00 184.39%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4,031,531.41 818,838.37 392.35% 主要系报告期对外投资项目分红和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5,030,015.69 25,525,134.26 -41.12% 
主要系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上海宝鸟购买防疫物资生产设备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00 214,000,000.00 180.37%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0,379,484.28 -69,550,440.15 87.46%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4,626,200.2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81,566,700.00 -75.48% 主要系前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48,743.07 2,173,278.07 -83.95% 主要系前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291,201.92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则，将本期支付的租赁款重分类至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科目列示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639,944.99 70,886,222.19 -144.63% 

主要系银行借款减少，以及执行新租赁准则，租赁付款活动重分

类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41,932,030.23 -20,749,755.96 -584.02%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增加、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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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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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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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泽、陈章

银、吴文忠、叶

庆来 

 

保证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企业不从事与股份公司构成实质性

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本人将不

在股份公司以外的公司、企业增加

投资，从事与股份公司构成实质性

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本人愿意

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股份公司

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

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2004 年 06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该承

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

行中 

吴志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向其发

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前述锁定期

期满后，若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管，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

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

通和转让。 

2007 年 03

月 26 日 

2007 年 8 

月 16日-2010 

年 8 月 15 

日、本人在任

期间以及离

职后半年内。 

截止报告

期末,该承

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

行中 

报喜鸟集团有

限公司及自然

人发起人吴志

泽、陈章银、吴

文忠、叶庆来 

 

若因政策方面的因素，导致本公司

2005 年度广告费支出按不超过销

售收入的 8%据实扣除不成立，税务

部门追缴本公司广告费超额据实列

支引致的所得税款，则各自按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持股比例

承担应缴税款，不给本公司造成负

面影响。 

2007 年 03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该承

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

行中 

报喜鸟集团有

限公司及自然

人发起人吴志

泽、陈章银、吴

 

确认"报喜鸟"商标命名权为本公司

排他性占有，上海报喜鸟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目前、将来都不会从事或

拓展与本公司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

2007 年 03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

期末,该承

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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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叶庆来 务，也不会从事任何损"报喜鸟"商标

声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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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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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0,000 50,000 0 

合计 60,000 5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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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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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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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20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资产

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刘淑生 

公司经营情况

及未来战略发

展 

2021 年 1 月 22 日于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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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2、衍生品投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八、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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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