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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8-056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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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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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麟杰 股票代码 00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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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开彦 郭宗宝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临 5 院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 号临 5 院 

电话 010-68297034 010-68297034 

电子信箱 zhangky@challenge-21c.com guozb@challenge-2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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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79,111.15 386,368,369.51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28,971.72 -28,382,655.42 8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06,444.80 -29,488,089.64 82.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791,857.13 87,581,277.49 -15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4 -0.0341 84.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4 -0.0341 84.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3.10%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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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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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970,265.42 1,478,975,163.28 -2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9,994,797.23 955,298,258.2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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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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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1% 163,190,000  质押 123,190,000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9% 35,709,000    

黄伟国 境内自然人 3.05% 25,350,000 12,675,000 质押 25,350,000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9% 13,235,300  质押 8,450,000 

林其铭 境内自然人 0.52% 4,339,100    

袁永林 境内自然人 0.51% 4,203,000    

王钰 境内自然人 0.44% 3,683,389    

王震雷 境内自然人 0.30% 2,500,000    

丁小飞 境内自然人 0.28% 2,290,300    

戴文萍 境内自然人 0.27% 2,26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同时拥

有黄伟国先生委托的 3.05%股份表决权。故此三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发现其余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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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前归还“上海嘉麟杰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全部未偿付本金及利息的相关议案，并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完成提前兑付

兑息并摘牌。公司债券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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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14 嘉杰债 112202 2018 年 06 月 22 日 0.00 7.5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11.25% 33.54% -22.2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46 0.79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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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淡季及中美贸易战影响，纺织服装消费端客户需求相对低迷，但公司管理层在第四届董事会的带领下，

坚持主业平稳和产业升级并重的原则，持续加大在生产工艺升级和销售管理的投入，深耕上海总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9,627.91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2.90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改善。 

在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以降本增效为工作重点，并在成本控制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减少了水、电、燃气等消耗，实

现人均成本下降，并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公司智慧车间建设初见成效，产品制成率有所提高；公司与大专院校签订了校企

合作战略协议，以期引进优秀人才，促进公司人才结构的年轻化，专业化，国际化；公司自营服饰品牌Super Natural（SN，

“优越自然”）在国内进一步加大了与新渠道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力度，运动系列及URBAN系列实现了区域市场的销售大幅

增长，为公司自营服装品牌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满足当下主流消费人群的需求，公司增加了新品开发强度，

将在下半年推出潮牌系列，进一步拓宽市场、提高品牌竞争力；公司在上半年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在

前期投入约2500万元改造、升级环保设施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了清洁生产、严控污染排放，主动承担上市公司应尽的社会责

任。 

    公司在经营发展中也逐渐意识到，上海正在努力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与之相匹配的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建设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企业发展方面，对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例如大型公司研发总部的建设等，政府都给予了相应的支

持，在企业人才结构的建设方面，政府也有着更高的标准，公司正在努力融入上海的高速发展计划中，不断调整自身的产业

结构和人才结构，以更好的适应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进程，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满足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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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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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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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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