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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4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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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章卡鹏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利勇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林娜女士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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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礼永 董事 出差 谢瑾琨 

侯又森 董事 出差 谢瑾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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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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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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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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054,675.35 1,175,008,150.49 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0,741,053.36 163,145,097.38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5,603,953.35 160,232,087.33 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72,955.78 120,266,106.10 -96.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1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2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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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5,236,527.17 3,032,849,246.77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6,970,709.73 2,398,853,142.42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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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759,728（758,020,428-15,260,700）股计算，

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本736,219,428[（448,532,798-12,900,000）

*1.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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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4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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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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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47% 223,372,891 10,827,740 质押 138,711,814 

章卡鹏 境内自然人 6.73% 51,008,540 38,256,405 质押 45,728,857 

张三云 境内自然人 4.46% 33,794,187 25,345,640   

谢瑾琨 境内自然人 3.05% 23,096,969 17,322,72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伟星股
份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31% 17,479,725 0   

郑技天 境内自然人 1.27% 9,644,401 0   

侯又森 境内自然人 1.09% 8,290,099 8,143,069   

蔡礼永 境内自然人 0.89% 6,732,588 5,049,44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五组合 其他 0.85% 6,456,46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5,873,1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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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礼永先生担任伟星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职务，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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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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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4,4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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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延续整体增长态势，国际贸易继续增长，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上

升，但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有所分化，世界经济边际增长动能有所减弱。同时美国发起的贸

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危机、美联储加息、地缘政治冲突等也带来诸多

不确定性和风险。面临中美贸易争端和金融去杠杆的大环境，国内保持了经济增长和政策的

稳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动能快速成长，总体保持稳健发展的态势。 

在此背景下，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一方面受高企的人工成本、环保等多重因素影响，中低

端产能继续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另一方面随着纺织服装行业转型升级的深入，部分品牌服装

企业持续改善，同时伴随着快时尚品牌、定制业务、电商营销迅速发展，国内纺织服装业呈

现出逐步复苏的态势。服装辅料品牌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服装辅料企业经营发展的难

度进一步增加。 

报告期，根据年初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公司紧扣转型升级和投入产出主线，深化提升

产品、服务、人才、管理等多个维度的运营质量，优化企业发展模式，重点做好如下工作内

容： 

1、持续贯彻“三条主线，三个坚持”的攻坚战指导思想，狠抓决策执行和措施落地，

产品、服务、人才、管理等多个维度的运营质量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2、聚焦权重客户，创新营销。国内市场，持续优化调整现有客户结构，重点聚焦权重

客户的挖潜和潜力规模客户的培育；国际市场，一方面加快推进孟加拉工业园建设，布局东

南亚市场；另一方面加速国际营销网络布局，重点推进源头开发和品牌维护。 

3、以新产品开发为主线，强化新产品领先优势。通过针对性开发、联合开发等方式，

提升产品开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加快三大研发中心的组建和运营，快速提升研发整

体竞争力。 

4、以投入产出为主线，提升效率与效益。一方面借助信息化手段，持续推进降本增效

活动，并通过稽查、学习推广优秀经验等方式，持续优化提升；另一方面加快自动化和智能

化改造，推动“智能工厂”建设，提升现场生产效率。 

5、引育结合，多途径强化青年骨干队伍建设；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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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7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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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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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卡鹏 

 

2018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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