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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6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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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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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63,600.31 197,668,434.19 -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307,099.83 22,646,991.66 -3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507,453.82 22,415,852.43 -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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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45,563.48 43,658,507.29 -11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3.3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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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589,466.45 1,149,236,720.40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3,093,021.53 690,947,162.05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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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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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67,500 129,650,625 质押 152,95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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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76% 3,50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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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化学（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3,015,980 0   

胡关跃  境内自然人 0.53% 2,453,298 0   

方宏忠 境内自然人 0.53% 2,434,200 0   

楼文浪 境内自然人 0.39% 1,806,257 0   

叶文仙  境内自然人 0.27% 1,256,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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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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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国内纺织服装行业市场竞争激烈，服装行业整体出口情况低于

预期。据中国海关总署相关数据，2018年上半年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累计出口3,735.9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2.6%；

服装及衣着附件累计出口4,435.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8.8%。服装类等产品出口面临较大压力。下半年国际经济环

境不确定因素较多，公司面临的出口形势依旧严峻，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公司仍需面对汇率波动、生产要

素成本上升、环保管控愈严、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等方面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0,863,600.3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5%，营业成本128,967,818.4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6%，

实现营业利润19,957,161.7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307,099.83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32.41%，研发投入7,378,032.61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9%，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5,445,563.4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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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稳步推进向医疗健康领域转型

相关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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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发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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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江苏疌泉高特佳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

全资子公司棒杰医疗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参与投资江苏疌泉高特佳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18年4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全资

子公司棒杰医疗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0万元参与投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臻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报

告期内，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臻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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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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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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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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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