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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3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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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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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杰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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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朝阳 林明波 

办公地址 义乌市苏溪镇镇南小区苏溪大道 510 号 义乌市苏溪镇镇南小区苏溪大道 510 号 

电话 0579-85920903 0579-85922008 

电子信箱 liuzhaoy56@163.com 777abc@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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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68,434.19 193,820,370.90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646,991.66 21,437,522.38 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415,852.43 20,476,933.28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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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658,507.29 71,119,997.20 -3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 3.2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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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064,903.24 1,093,031,536.18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5,221,777.38 665,624,914.4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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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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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建伟 境内自然人 37.50% 172,867,500 129,650,623 质押 129,129,850 

陶建锋 境内自然人 11.70% 53,928,904 40,446,678   

陶士青 境内自然人 5.73% 26,395,200 19,796,400 质押 19,200,000 

洛克化学（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5,171,580 0   

袁仁泉 境内自然人 0.97% 4,489,992 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76% 3,491,38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2% 3,316,320 0   

胡关跃 境内自然人 0.52% 2,387,298 0   

楼文浪 境内自然人 0.39% 1,806,257 0   

陈志银 境内自然人 0.34% 1,566,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陶建伟与陶建锋为兄弟关系，陶建伟与陶士青为姐弟关系，他（她）

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可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袁仁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69,092 股，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20,900 股，共计持有 4,489,992 股；股东陈志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03,7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62,400 股，共计持有 1,5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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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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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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总体形势好于预期。稳中向好的宏观预期给纺织服装行业出口回暖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数据，2017年上半年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累计出口3658.1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9.3%；服装及

衣着附件累计出口4886.2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7.6%，纺织服装出口整体呈现回稳向好局面。但国际贸易市场仍存在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我们仍需面对汇率波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等方面的风险。 

     报告期内，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7,668,434.1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9%， 营业成本

133,870,877.0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1%，实现营业利润32,686,938.8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2,646,991.6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64%， 研发投入6,838,055.0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26%， 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43,658,507.2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8.61%。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无缝服装的主营业务，巩固在无缝服装行业的领军企业地位。董事会组织和领导全体员工继续

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探索与实践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围绕互联网板块进行产业发展和市场开拓，努力开发新产品和新

技术，提高无缝服装主营业务的营收利润率。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加强战略规划能力、提升品牌价值，完善内控建设、严控经

营风险、储备技术人才，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持企业发展后劲。 

     报告期内，公司运用“PE+上市公司”的模式，积极推进向医疗健康领域转型的相关业务。考虑到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信息

不对称风险，公司通过联合医疗健康行业专业程度高、资源丰富的股权投资机构共同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筹划运用“产业投

资+财务投资”模式对优质标的物进行储备和投资，加快推动公司向医疗健康领域相关业务战略转型。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

公司棒杰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投资的义乌棒杰优势医疗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按照《证券投资

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

续。报告期内，为增强全资子公司棒杰医疗的经营实力，拓宽业务渠道，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和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棒杰医疗进行增资。

2017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棒杰医疗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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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通知 （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

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科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的

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公司 2017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

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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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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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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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建伟  

                                                                                                                                                  

2017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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