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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5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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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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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森股份 股票代码 00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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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丽娟 鲁丽娟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 

电话 0575-87480311 0575-87480311 

电子信箱 bsgf@busen-group.com bsgf@busen-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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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37,035.85 151,947,787.99 -1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976,581.41 -23,084,445.92 -2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008,033.66 -23,040,681.76 -3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301,105.64 -10,587,966.78 -16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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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7% -4.5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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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551,128.76 627,281,197.35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7,197,592.30 525,174,173.71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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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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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睿鸷资

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86% 41,800,000 0 质押 41,800,000 

重庆信三威

投资咨询中

心（有限合

伙）－昌盛十

一号私募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13% 11,380,000 0   

孟祥龙 境内自然人 4.31% 6,040,000 0 质押 6,040,000 

邢建民 境内自然人 3.93% 5,502,400 0 质押 5,502,400 

步森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5,000,200 0   

上银瑞金资

产－上海银

行－慧富9号

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 2,962,631 0   

华融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

公司－华

融·盛世景新

策略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2,404,900 0   

寿仕全 境内自然人 1.43% 1,999,30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917,700 0   

王泉方 境内自然人 1.17% 1,638,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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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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国内经济未见明显好转，服装行业的需求逐年降低，并呈现出个性化消费的特点。电子商务

对传统实体店的冲击越来越大，而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布局进一步加大了传统销售渠道的竞争。与此同

时，商业、物业价格仍在攀升，人员工资不断上涨，流通环节成本在不断增加。为了尽快回笼资金，服装

行业各企业在最近几年纷纷采用打折促销模式加快库存处理，进一步压缩了终端利润，服装行业投资热情

萎缩。经历了去年的关店潮后，众多大型服装企业的规模均有所减小。  

报告期内，公司服装销售远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客户订单减少，主营业务销售规模下降，销售收入减

少。由于公司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控制各项费用，使公司整体费用大幅度下降。 

公司于2016年底成立全资子公司星河金服，作为创新金融科技服务商，将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

加大投入，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数据风控平台，对数据进行挖掘、归类、存储、预测和分析，用科技手段优

化和重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模式，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 

（1）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资设立互联网

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关于拟出资设立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公司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召开了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议案《 关 于 拟 出 资 设 立 互 联 网 小 额 

贷 款 公 司 的 议 案 》，于2017年5月4日召开了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拟出资设立互

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公司的议案》； 

（2）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发布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全部份额转让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

本次转让情况：海南领先趋势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7904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上海睿鸷 4.98%的

财产份额转让给拉萨市星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并已签订《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本次转让完

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睿鸷 100%份额已全部转让完成。 

（3）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发布公告《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公司拟

筹划重大事项，涉及购买资产。鉴于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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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公司于6月19日发布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6）。 

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与管理情况如下： 

（1）渠道整合与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在往年渠道管理的基础上继续对现有渠道进行整合与转型。着重加强对现有直营店铺

的经营情况及盈利能力分析，排查出需要优化和关闭的店铺，并对潜力店铺进行了优化调整，提高了销售

渠道的整体盈利能力。 

（2）设计开发持续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对设计开发进行持续升级，在去年设计开发整合的基础上，加强对三个品牌设计组的

管控和技术支持，有效提升了设计开发效率和产品开发的有效性，适销性，节约资源，增加效益。 

（3）供应链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供应商的管理工作，依据评估结果对供应商进行分级管理，淘汰不符合公司

合作标准的供应商，进一步强化与战略合作供应商的关系，通过建立核心供应商体系，确保成本、品质、

交货期可控。 

（4）加强内部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制，简化内部管理流程，强化预算和绩效管理，使公司全体员工

均有绩效考核，推动了公司内部管理向着目标明确，过程可见，结果可控的方向发展。 

（5）加强科技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投入，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数据风控平台，对数据进行挖掘、

归类、存储、预测和分析，旨在用科技手段优化和重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模式，为不断提升金融

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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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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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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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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