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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8—055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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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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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欣丝绸 股票代码 0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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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 李超凡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西路 588 号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西路 588 号 

电话 0573-82078789 0573-82078789 

电子信箱 inf@jxsilk.cn inf@jxsi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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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209,757.22 1,292,780,773.05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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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666,059.96 60,800,673.16 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621,461.35 54,355,066.34 -3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1,279,418.39 111,248,621.45 5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2% 4.68%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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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2,549,524.90 2,509,951,067.35 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7,126,020.47 1,327,984,654.95 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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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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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建 境内自然人 19.67% 113,644,600 85,233,450 质押 81,000,000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0% 66,412,856 0   

徐鸿 境内自然人 4.05% 23,400,000 17,550,000   

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

华宝－中信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00% 23,087,621 23,087,621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杭州乾

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41% 13,908,205 13,908,205   

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12,427,962 0   

陆海洪 境内自然人 2.02% 11,682,892 11,682,892 质押 11,682,892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

托－云信富春 41 号（钱江会）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44% 8,344,923 8,344,923   

冯建萍 境内自然人 1.42% 8,217,950 6,163,462   

韩朔 境内自然人 0.99% 5,723,437 4,292,578 质押 4,29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国建先生持有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1.74%的

股份，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周国建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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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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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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复苏态势出现分化，美国经济表现稳健，欧洲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部分新兴市场

国家经济风险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升温，复杂的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产生多重负面影响；据海关总署统计

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虽然略有增长，但服装出口额同比下降2.03%,服装出口市场

形势依然严峻。同时，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升值对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带来了较大冲击。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遵循 “奋力而上，做强主业；同心聚力，拓

展新业”这一主题，发挥客户资源优势，继续维护和发展原有欧美市场的同时，公司对越南、印度等“一带

一路”国家的出口份额提升明显，内销市场的销售比例也有大幅度增长，上半年贸易总量保持稳定增长。

公司产品开发和设计能力不断增强，通过精益生产和建立内地生产基地，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 不断提升，

产能规模不断扩大；自有品牌整体保持稳定发展，其中“金三塔”品牌在报告期内销售和利润同比实现较大

幅度增长；“金蚕网”平台不断完善，供应链融资业务不断开拓，协同贸易业务实现快速增长；广西嘉欣丝

绸项目运营情况良好，与金蚕网供应链融资业务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增强了公司对 茧丝原料的掌控

力，巩固了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嘉欣西电产业园项目顺利推进，招商工作逐步展开，项目配套的“秀

洲嘉欣西电创业投资基金”正式设立；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并投

入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82,209,757.22元，同比增长22.39%；实现净利润73,327,774.83元，

同比增长11.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666,059.96元，同比增长12.9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但受一季度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影响，服装出口毛利有较

大幅度的下降，随着二季度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快速贬值，出口业务的毛利将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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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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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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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2018 年 2 月，新设成立子公司阜阳兴欣制衣有限公司。 

②2018年4月，子公司浙江嘉欣金三塔丝绸服饰有限公司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诸暨市聚逸针织有限公司。 

③2018 年 6 月，子公司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销其子公司嘉兴市中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国建                                                                                 

二O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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