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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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阚宗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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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6,370,856,468.91

5,992,595,352.96

6.31%

5,310,205,623.17

4,962,048,015.98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348,004,014.50

-8.71%

955,899,331.25

-17.80%

185,911,040.73

-5.02%

496,732,027.61

-17.27%

172,893,410.24

-4.44%

460,614,483.59

-18.87%

82,814,009.88

-74.06%

341,614,109.80

-5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3.85%

0.66

-1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3.85%

0.66

-16.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0.62%

9.59%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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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4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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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捐赠性收支净额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285,034.50
38,519,332.19
1,354,064.68
-56,830.00
6,980,846.00
3,682.94
36,117,54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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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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8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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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兵

境内自然人

43.24%

327,100,886

245,325,664

刘云华

境内自然人

27.41%

207,345,600

155,509,200

刘义

境内自然人

8.61%

65,165,760

48,874,3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

12,634,926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5,601,67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4,638,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2,854,483

其他

0.32%

2,399,920

其他

0.29%

2,199,900

境内自然人

0.26%

1,953,700

成都博源天鸿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分红险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许焕梅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刘兵

81,775,222 人民币普通股

81,775,222

刘云华

51,836,4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36,400

刘义

16,291,440 人民币普通股

16,29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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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634,926 人民币普通股

12,634,926

5,601,670 人民币普通股

5,601,670

4,6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38,000

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54,483 人民币普通股

2,854,483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险

2,399,920 人民币普通股

2,399,920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1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9,900

许焕梅

1,95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3,700

成都博源天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中，刘兵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云华为
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刘义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兵为刘云华、刘义之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云华为刘兵、刘义之姐。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成都博源天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融资融券信
有）

用账户持 5,45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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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集团加强现金管理，本报告期购买

货币资金

332,504,674.28

894,132,752.86

-62.81%

理财产品金额高且尚未到期收回，致使账面
资金降低。
主要系本集团加强现金管理，本报告期购买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42,092,316.72

1,057,236,545.96

45.86%

理财产品金额高且尚未到期收回，致使交易
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高。

应收账款

16,120,192.12

29,151,432.84

-44.70%

预付款项

10,024,086.27

7,399,758.74

35.47%

合同资产

15,961,266.29

10,869,165.55

46.85%

32,679,900.00

0.00

411,643,852.96

174,398,593.40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主要系富美实业、富森建南回款良好，致使
应收账款余额减少。
主要系本期富森实业、富森建南、川经基金
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主要系富森建南在建工程项目增加，以及工
程投入陆续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金融板块业务量较上期增幅
较大所致。

136.04%

主要系本期公司金融板块业务量较上期增幅
较大所致。
系本集团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川经基金，其认

366,195,620.00

0.00

购的宏明电子股份；以及本公司本期受让云
智天下股份所致。
主要系富森建南本年5月归还农行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7,000,000.00

42.86%

700万元，并于7月向农行取得短期借款1000
万元所致。
主要系本期富森股份、富美实业支付应付工

应付账款

26,567,823.06

61,708,354.68

-56.95%

程款以及富森建南支付应付装饰装修人工及
材料款所致。

库存股

88,030,645.45

49,765,285.05

76.89%

主要系本期股份回购以及员工股权激励解锁
30%所致。

（二）利润项目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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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55,899,331.25

1,162,903,369.35

-17.80%

主要系本期因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减免商户2
月份租金及服务费及本期写字楼销售收入减
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54,909,748.08

81,779,212.05

-32.86%

主要系本期写字楼销售收入减少致使相关税
金及附加下降。

其他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4,625,783.49

3,000,792.96

54.15%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704,575.07

-409,638.32

316.12%

主要系富森建南应收账款账龄增加，致本期
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38,519,332.19

34,624,555.24

11.25%

主要系加强现金管理，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43,025,141.82

31,733,045.52

35.58%

311,207,401.13

54,988,574.94

465.95%

341,614,109.80

701,730,419.27

-51.32%

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
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金融板块业务量较上期增幅
较大所致。

月份租金及服务费，及金融板块业务量较上
期增幅较大所致。
主要系因集团总体规划，对进出口业务中涉

0.00

4,547,643.84

-100.00%

及到财务资助等金融相关的业务，统一调整
到金融板块下进行开展所致。

50,511,573.76

89,019,122.75

-43.26%

产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主要系本期因经营活动收到各类保证金增加

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本集团减免商户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主要变动原因

主要系上年同期富森股份和富美实业陆续支
付工程款，本期金额减少所致。
主要系因集团总体规划，对进出口业务中涉

0.00

1,200,000.00

-100.00%

及到财务资助等金融相关的业务，统一调整
到金融板块下进行开展所致

3,362,787,055.19

2,099,000,000.00

131,200,000.00

0.00

10,000,000.00

0.00

60.21%

主要系本集团加强现金管理，本报告期购买
理财产品较上期增大所致。
系本期将川经基金纳入合并报表，川经基金
收到的少数股东投资。
系富森建南本期向农行取得短期借款1000万
元所致。
主要系上年同期富森实业和富美置业提前偿

7,000,000.00

14,000,000.00

-50.00%

还银行借款1400万元；本期富森建南偿还银
行借款700万元。

113,396,080.46

240,908,901.05

60,940,011.40

0.00

-52.93%

系本期较上年同期现金分红减少。

系本期股份回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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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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2018年，公司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82.40万股，约占授予前公司总
股本的1.32%，授予价格为14.83元/股，其中对公司145名董事、高管、中层及核心业务骨干进行股权激励
的数量为506.30万股。同年，股权激励对象余洪因担任公司监事，故其所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6.6万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为499.70万股。
2019年5月6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合计
为849.49万股。
2020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已实施完毕的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和2019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董事会拟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进行调整，并
对2名不再具备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8.8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020年7月3
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0
年7月4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董事会拟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3名不再具备资格的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2.92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本激励计划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28.032万股，涉及激励对象139人。
2020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和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于2020年9月1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正在办理减少注
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2、对外投资云智天下
2020年8月31日，公司以自有资金39,995,620.00元，以人民币57.6555元/股的价格受让成都云智天
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智天下”）实际控制人杨冬持有云智天下693,700股，受让后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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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智天下的持股比例为5.2625%，股份转让完成后，云智天下成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本次投资通过云智
天下的智慧场景运营能力，与公司资金、平台和资源优势相结合，为家居场景数据化赋能，提高公司在品
牌建设、渠道升级、大数据赋能、消费者运营、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等围绕智慧零售方面的综合能力，构
建“智慧零售+场景服务”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提振家居消费迭代，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020年9月14日，公司参股公司云智天下以增资扩股形式进行股权融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刘兵和其他投资人成都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四川长虹川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丁城、卿冠华、周利君以及云智天下原股东四川虹云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公司参股公司云智天下在四川省成都市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其中刘兵拟以自有资金
10,001,712.00元，以60.69元/股的价格认购云智天下新增发行股份164,800股，持股比例1.1664%。本次
交易完成后，云智天下注册资本由13,181,918元增加至14,129,018元。为支持云智天下优化公司治理和股
权结构，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云智天下的股权比例将由 5.2625%下降至
4.9098%，云智天下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2020年9月16日，公司收到参股公司云智天下通知，本次投资事项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成都市市场监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 2020-051）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0）
、

2020 年 06 月 18 日 《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
购数量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4)、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和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55）
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2020 年 07 月 04 日
股票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60）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1）
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

2020 年 08 月 28 日 号：2020-066）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7）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1）
、
《关于变更公
司注册资本和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72）
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9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79）
、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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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080）
2020 年 09 月 01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4）
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对外投资云智天下

2020 年 09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参股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8）
2020 年 09 月 17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8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方案》，本次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
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股份，用途为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总金额为不少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股（含）。公司独立董事就回购股份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2019年9月20日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请详见于2019年9
月 28 日 在 《 证 券 时 报 》 、 《 中 国 证 券 报 》 、 《 上 海 证 券 报 》 、 《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88）。
2、2020年8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议案》，为切实履行回购金额承诺，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
将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00元/股（含）”，确保能
够继续实施回购，达到公司承诺的不低于6000万元的最低回购金额。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本次董
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请详见于2020年8月28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
3、2019年10月30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请详见公司
于2019年10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8）。
4、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1月5日、2019年12月4日、2020年1月4日，2020年2月5日、2020年3月3
日、2020年4月3日、2020年5月7日、2020年6月2日、2020年7月2日、2020年8月4日、2020年9月3日公司分
别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9、2019-099、2019-103、2020-002、2020-004、
2020-010、2020-025、2020-034、2020-046、2020-059、2020-064、2020-075）。
5、截止2020年9月19日，回购期限届满，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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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共计4,63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131%，
最高成交价为16.3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7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62,482,109.90元（不含交易
费用）。具体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期限届满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3）。
6、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合计4,638,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756,494,900股的0.6131%。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56,494,900股减少至751,856,900股。2020年10月1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将上述4,638,000股办理完注销手续。具体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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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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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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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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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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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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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合同订立对方名
名称
成都富森美建南
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昆明市经开人民
云南能投缘达建 医院新医院 PPP
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外墙装饰装

本期及累计确认 应收账款回款
的销售收入金额

情况

本期确认收入
3,440,761.75 元，

35,414,828.19 元 施工中

累计确认收入

修工程

0

3,440,761.75 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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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49

133,161.41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3,000

11,000

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0,402

9,000

0

222,551

153,161.41

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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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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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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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2020 年 07 月 17
日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译信基金、中睿合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银、火星资产、光
谷咖啡基金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公司概况介绍、
近几年来投 详见巨潮资讯网
资情况的概述、
对外扩张和 http://www.cninfo.com.c
智能家居领域的布局及投 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资计划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表》
（编号：2020-001）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兵
二○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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