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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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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姚良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良松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欢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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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5,582,863.32 14,813,874,091.94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457,152,731.97 9,558,915,785.1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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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182,767.58 -144,621,066.77  -4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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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16,777.54 2,203,038,716.37 -3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1,525,779.54 92,046,656.33  -21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879,786.82 75,671,777.42 -265.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7 1.21  减少 2.2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22 -20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22 -2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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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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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0,0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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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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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1,975.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986,782.31 

 

所得税影响额 -4,451,273.19  

合计 23,354,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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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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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良松 288,000,000 68.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姚良柏 36,841,654 8.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8,030,443 4.29 0 无 0 未知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

公司 
8,471,359 2.02 0 质押 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消费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115,489 0.74 0 无 0 其他 

赣州天欧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826,178 0.67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86,080 0.50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华夏回

报证券投资基金 
2,040,760 0.49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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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新视野

灵活配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1,692,423 0.40 0 无 0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

有资金 
1,470,11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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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良松 288,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88,000,000 

姚良柏 36,841,654 
人民币普通

股 
36,841,6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030,443 
人民币普通

股 
18,030,443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8,471,359 
人民币普通

股 
8,471,3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15,489 

人民币普通

股 
3,115,489 

赣州天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26,178 
人民币普通

股 
2,826,17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86,080 

人民币普通

股 
2,086,08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2,040,760 
人民币普通

股 
2,040,76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

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1,692,423 
人民币普通

股 
1,692,423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470,116 
人民币普通

股 
1,470,1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姚良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姚良

柏为姚良松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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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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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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2,412,292,592.04          1,466,506,758.36   945,785,833.68  64.49% 

交易性金融

资产 
        918,305,831.28          1,514,408,730.83   -596,102,899.55  -39.36%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143,780,784.35              83,780,784.35    60,000,000.00  71.62% 

递延所得税

资产 
     123,729,204.84              94,797,200.59    28,932,004.25  30.52% 

短期借款       1,515,411,443.18              52,576,329.27  1,462,835,113.91  2782.31% 

应付票据            89,502,347.20             156,001,859.81    -66,499,512.61  -42.63% 

应付账款          496,165,382.79             836,956,039.89   -340,790,657.10  -40.72% 

应交税费           64,810,336.02             122,750,177.03    -57,939,841.01  -47.20%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主要是理财资金到期赎回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 较期初减少主要是期末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较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所致； 

(4)递延所得税资产: 较期初增加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亏损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

加所致； 

(5)短期借款: 较期初增加主要是票据融资贷款增加所致； 

(6)应付票据: 较期初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采购额下降，以票据结算业务减少所致； 

(7)应付账款: 较期初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采购额下降，信用期内应付货款减少所致； 

(8)应交税费: 较期初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业绩下滑，应交增值税和应交企业所得税减

少所致。 

 

3.1.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430,016,777.54 2,203,038,716.37 -773,021,938.83 -35.09% 

税金及附加  9,260,111.09 16,182,880.84 -6,922,769.75 -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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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销售费用  198,588,682.68 303,977,405.18 -105,388,722.50 -34.67% 

研发费用 78,866,673.57 119,572,599.05 -40,705,925.48 -34.04% 

财务费用  -7,962,443.17 6,481,487.48 -14,443,930.65 -222.85%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0 -8,290,125.23 8,290,125.23 -100%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2,350,258.52 0.00 -2,350,258.52 /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6,701,833.33 0.00 6,701,833.33 / 

投资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4,454,931.12 8,443,272.99 -3,988,341.87 -47.24% 

其他收益 17,996,838.83 6,846,417.86 11,150,420.97 162.87% 

营业外收入 1,685,606.54 4,815,647.47 -3,130,040.93 -65.00% 

营业外支出  2,982,372.29 438,777.76 2,543,594.53 579.70% 

所得税费用 -19,813,023.40 17,213,085.12 -37,026,108.52 -215.10% 

 

(1)营业收入：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销量下降所致； 

(2)税金及附加：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销量下降，应交增值税减少同步影响税金及

附加费所致； 

(3)销售费用：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公司广告投入及营销费用减少所致； 

(4)研发费用：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研发支出项目投入减少所致； 

(5)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主要是资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科目调整披露所致； 

(7)信用减值损失：较上期下降主要是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科目调整披露所致； 

(8)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期增加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9)投资收益：较上期减少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10)其他收益：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1)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减少主要是罚款收入下降所致； 

(12)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报废物料增加所致； 

(13)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公司本期亏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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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7,182,767.58 -144,621,066.77 -652,561,700.81 -451.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9,550,500.56 -1,336,368,455.44 1,575,918,956.00 117.9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12,534,889.09 244,942,220.82 1,167,592,668.27 476.68%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主要是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收回理财产品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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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及大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事项 

2020年1月23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姚良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姚良柏先生通知,其已将原质

押给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1,920万股公司股份全部解除质押。本次股份解除质押

后，控股股东姚良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姚良柏先生均不存在质押公司股份情形。具体内容详情

请见《欧派家居关于控股股东及大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2）“欧派转债”开始转股事项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188号文核准，欧派家居14.9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19年9月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欧派转债”，债券代码“113543”。

根据有关规定和《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

司本次发行的“欧派转债”自2020年2月2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101.46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0年2月24日至2025年8月15日。具体内容详情请见《欧派家居关于“欧派转

债”开始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3）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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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0日，公司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325,583,758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

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3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5名，均为自然人股东。具体内

容详情请见《欧派家居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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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良松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