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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2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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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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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又森 董事 出差在外 谢瑾琨 

陈智敏 独立董事 出差在外 金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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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星股份 股票代码 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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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瑾琨 项婷婷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8 号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8 号 

电话 0576-85125002 0576-85125002 

电子信箱 002003@weixing.cn 002003@weix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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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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008,150.49 974,316,530.41 2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3,145,097.38 134,043,593.73 2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0,232,087.33 133,125,716.00 20.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266,106.10 76,431,768.03 5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5 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5 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1% 6.96%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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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2,825,193.70 2,674,678,031.10 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0,833,108.70 2,210,612,024.95 -1.80% 

注：（1）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的相关规

定，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本 566,322,637(583,092,637-12,900,000*1.3)

股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本 536,403,459

（407,765,288*1.3+3,744,000*5/6+19,131,510*1/6）股计算。 

（2）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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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9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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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47% 171,825,301 8,329,031 质押 106,701,374 

章卡鹏 境内自然人 6.73% 39,237,338 30,443,323 质押 35,17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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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云 境内自然人 4.46% 25,995,528 19,496,646   

谢瑾琨 境内自然人 3.05% 17,766,899 13,325,175   

郑技天 境内自然人 2.72% 15,832,142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
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5% 10,800,060 0   

侯又森 境内自然人 1.09% 6,376,999 6,376,999   

蔡礼永 境内自然人 0.89% 5,178,914 3,884,185   

沈利勇 境内自然人 0.69% 4,017,432 3,013,074   

张祖兴 境内自然人 0.68% 3,943,914 2,957,9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蔡礼永先生、张祖兴先生

担任伟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四人与伟星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股东章卡鹏先生和张三云先生于 2011 年 3 月 10日签署了《一致

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自然人股东郑技天先生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5,832,1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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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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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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整体趋稳，但也存在政治局势多变、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剧、

美联储加息步伐快于预期、主要结算货币汇率波动较大等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国内经济通过

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和实施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并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在此背景下，纺织服装行业受人力成本高企、环保要求提高、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中低端产品产业迁移进一步加快；同时，快时尚品牌、定制业务、电商营销迅速

发展，库存去化初见成效，国内纺织服装业呈现出逐步复苏的态势，出口需求亦逐步回暖。 

报告期，公司紧绕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深入贯彻“三条主线，三个坚持”的攻坚战指

导思想和转型升级主线，不断创新研发，升级服务、精益生产，加快两化融合，加速国际化

进程，全面优化企业发展模式，重点做好如下工作内容： 

1、推行“大质量”概念，从战略、营销、开发、生产、管理、人资、客户满意度等多

个维度联动，真正推动公司质量管理的进步，全面提升运营质量。 

2、加快国际化战略步伐，重点落实孟加拉工业园和海外营销网络的建设，通过专业化

团队的打造、源头品牌客户的开发、渠道资源整合等方式，加速海外市场的拓展，使国际化

经营上规模、上水平。 

3、聚焦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通过内部资源整合和外部合作，提升新品开发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并通过新材料的应用和新产品的研发，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 

4、持续推进营销创新，升级客户服务保障体系建设。通过针对性开发、调研和布局，

实现精准营销和差异化服务；同时，升级工厂营销模式，内外联动，开发新客户，挖潜老客

户，全面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5、借助信息技术，深推管理创新。在充分学习优秀企业管理模式的同时，有效利用信

息化工具，优化管理流程，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6、引育结合，多途径强化青年骨干队伍建设，不断优化绩效考核与激励体系，激发团

队创业活力，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在全体伟星人的共同努力下，上半年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实现营业收入11.7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60%；利润总额2.2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3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6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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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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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严格按照准则要求对公

司会计处理作了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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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伟星实业（孟加拉）有限公司 设立 2016年8月28日 500万美元 100.00%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卡鹏 

 

2017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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