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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健盛集团 60355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望望 王莎 

电话 0571-22897195 0571-22897199 

办公地址 杭州萧山经济开发区金一路

111号 

杭州萧山经济开发区金一路

111号 

电子信箱 zww@jasangroup.com.cn wangsha@jasangroup.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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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633,777.51 2,456,674,888.91 -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55,052,677.01 1,840,226,053.37 0.8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872,727.36 161,156,108.41 -65.33 

营业收入 459,973,897.96 297,988,432.33 5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097,396.35 75,914,588.71 -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331,455.33 36,046,425.58 45.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8 5.82 减少2.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23 -2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23 -21.7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0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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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张茂义 境内自然人 44.78 165,919,275 162,000,000 质押 60,650,000 

杭州君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1 14,100,000 14,100,000 无 0 

新余普裕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4 13,125,000 13,125,000 无 0 

胡天兴 境内自然人 2.87 10,640,00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2 10,088,815 7,050,000 无   

新余瑞裕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3 9,375,000 9,375,000 无 0 

李卫平 境内自然人 2.06 7,625,000 0 无 0 

姜风 境内自然人 2.05 7,606,100 0 无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中融-金石 1

号证券投资单-资

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2 7,498,850 0 无 0 



孔鑫明 境内自然人 1.90 7,050,000 7,050,00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7,050,000 7,050,000 无 0 

上海晨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7,050,000 7,050,000 质押 7,050,000 

泰达宏利基金-工

商银行-泰达宏利

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235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7,050,000 7,050,000 无 0 

浙江硅谷天堂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健盛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7,050,000 7,050,000 无 0 

北京鑫达唯特投资

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7,050,000 7,050,000 质押 7,050,000 

深圳市创东方长盈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7,050,000 7,050,000 质押 7,0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杭州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新余普

裕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新余瑞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均为郭向红，郭向红系张茂义之配偶。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经济形势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态势。GDP、就业、无论是发电量、用电量、货运量、

进出口等等，尤其是企业效益，都延续了一季度向好态势。经济结构优化态势十分明显。第一，

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第二，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继续超过“半壁江山”，

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第三，我国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等新动能正在蓬勃壮大。同时我们也面

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消费短期稳定，下行压力犹存；投资回暖基础不牢，未来下行压力增加；



进出口增速双双由负转正，贸易差额有所下降；人民币汇率与外储实现了双稳定，通缩压力依然

存在；企业杠杆率高企，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然不能忽视。 

纺织服装行业处于结构性复苏阶段，终端需求将保持了 10%左右增幅，报告期服装类零售额

累计增幅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纺织品服装出口累计增速也较去年同期提升。品牌服饰方面，跨

境电商及国内电商行业处于高景气度阶段，中高端女装和中高端商务休闲男装走出调整期，纺织

制造板块中的优质供应商有望在产品导向消费升级趋势推动 下实现收入和利润空间的双重提升。

原材料方面随着全球棉花以及中国棉花进入去库存周期，内外棉价格从长期来看呈现底部逐渐抬

升趋势。同时，东南亚地区由于人力成本及各项政策优惠，逐渐承接纺织产业转移，国内新疆地

区受到政府多项政策支持，成为棉纺企业转移产业的地区。 

2、报告期主要工作 

2.1稳固发展外销市场，大力拓展新客户 

2016 年度公司外贸销售方面出现了多年来首次调整的情况，公司加大了新客户开发力度，同

时也对销售策略进行了优化调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报告期实现出口销售 5461 万美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了 51%。PUMA、迪卡侬、冈本等老客户增速较快，同时公司 2016 年开发的 HM、UA

等品牌开始贡献较大业绩。公司目前外销客户结构进一步改善，有利于保障未来几年公司产能增

长的订单消化。 

2.2 继续探索国内自有品牌的发展，积极推进内销市场 

报告期，JASAN HOME 自有品牌有效门店 39 家，店面形象进行了统一的更新改善，产品品类

已覆盖袜类、家居服、巾类、内裤、文胸、运动系列等六大品类，SkU1200 余款。自有品牌建设

初期，公司采用稳步推进的发展策略，稳步推进全渠道营销模式，以会员体验消费，服务顾问模

式的新零售模式在快速建设中。同时我们加大了对国内 B 端（business 即商家）客户的重视与开

发，继续在电子商务方面进行有效的尝试。 

2.3 有效推进重大建设项目 

各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杭州智能化工厂、江山健盛产业园建设如火如荼，健盛越南袜子二厂

与辅料工厂均在报告期顺利投产，江山针织、越南印染两地染色项目生产也步入正轨, 越南地区

染色项目已实现自给自足，满足越南地区纱线染色的需求。 

2.4 顺利做好董事会换届工作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浙江健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案》，2017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了新一届董事会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5 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报告期完成了俏儿婷婷项目相关报批文件的制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回复、证监会的材

料文件报送、反馈回复等一系列工作。并于 2017 年 6 月 8 日通过了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委员会 2017 年第 28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的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