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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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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浙江永强 股票代码 0024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洪阳 朱慧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1 号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1 号 

电话 0576-85956878 0576-85956868 

电子信箱 whyofchina@sina.com yotrioir@yotrio.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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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301,544.76 2,202,254,850.32 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0,239,118.89 227,094,310.25 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0,336,634.16 285,060,264.38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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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9,061,085.78 901,339,376.07 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6% 6.76%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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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2,726,209.44 6,527,504,171.58 2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78,725,617.39 3,262,100,807.07 3.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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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海市永强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94% 825,492,924  质押 409,435,500 

谢建勇 境内自然人 6.19% 134,606,749 100,955,062   

谢建强 境内自然人 5.94% 129,329,985 96,997,489 质押 32,330,000 

谢建平 境内自然人 5.90% 128,374,485 96,280,864   

陆家嘴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陆家嘴信托·浙

江永强员工持

股计划 1 期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4.99% 108,558,057    

谢先兴 境内自然人 0.41% 9,011,307    

黄育仙 境内自然人 0.35% 7,682,30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价值回

报 8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34% 7,381,800    

新疆方圆达创

股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方

圆财富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23% 4,950,000    

新疆方圆达创

股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方

圆财富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23% 4,9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谢先兴及其子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

合计持有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四者之间及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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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3、公司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间接通过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陆家嘴信托•浙江永强员工持股计划 1 期单一

资金信托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4、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黄育仙通过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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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2,300

股。2、新疆方圆达创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方圆财富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德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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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0,000 股。3、新疆方圆达

创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方圆财富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德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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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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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计划，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及市场变化，采取积极措施，

继续完善原材料供应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加强自主品牌的研发及推广，发扬工匠精

神，持续建立与网络销售相结合的自主销售渠道与连锁加盟互补的销售渠道体系。 

报告期内，欧美地区及国内市场休闲家居用品业务销售持续增长；收购北京联拓后，进一步拓宽公司

收入渠道，本报告期机票旅游服务实现收入0.73亿元。 

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6.56亿元，同比增加20.6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亿元，同比增长10.19%。 

报告期内，为提高闲置资金收益，公司实施了一系列的短期理财、证券投资等项目，同时为加快公司产业

升级和发展的步伐，通过并购投资中心及创业基金，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对公司有重要意义的并购标的，进

一步提高公司开拓能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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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本公司自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对

2017年1月1日 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

根据准则进行调整。 

(2)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备  注 

2017年1-6月利润表项目   

  其他收益    17,904,200.00  

  营业外收入 -17,904,200.00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建勇__________ 

 

2017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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