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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8-111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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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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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霞（代） 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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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79,482.60 127,237,035.85 3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736,322.50 -27,976,581.41 5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731,463.38 -31,008,033.66 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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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175,818.24 -29,301,105.64 -20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 5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 5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5.47%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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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047,070.56 712,471,482.84 -1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8,630,822.72 491,367,145.22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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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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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安见汉时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0% 22,400,000  质押 22,400,000 

上海睿鸷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3.86% 19,400,000  

冻结 19,400,000 

质押 19,400,000 

重庆信三威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昌盛

十一号私募基

金 

其他 8.13% 11,380,000    

孟祥龙 境内自然人 4.31% 6,040,000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3.93% 5,500,000    

步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7% 5,000,200    

马文奇 境内自然人 3.55% 4,973,600  质押 2,720,000 

王文霞 境内自然人 3.23% 4,517,100    

陈菲金 境内自然人 1.70% 2,378,9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1,91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2017 年 10 月 19 日，重庆安见汉时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了《投票权委托协议》，约定睿鸷资产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940 万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13.86%）的投票权不可撤销的委托给安见科技行使，安见科技有权按照其意愿

对于各会议审议事项投赞成（同意）、否决（不同意）或弃权票。2017 年 10 月 25 日，重

庆安见汉时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约定睿鸷资产在上市公司经营决策等方面与安见科技保持一致。综上，睿鸷资产与

安见科技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步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000,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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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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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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加强产品研发，着力

提高主营业务市场竞争力，积极拓展供应链等新的业务渠道，基于服装行业发展的前景和自身业务转

型的需要，重点在时尚产业、金融科技两大板块发力，推动公司“时尚产业新零售”+“新链融”战

略向前迈进，以实体时尚服饰产业为基础，以供应链金融为工具，积极探索产融结合的道路，将公司

打造成为时尚服饰和金融科技领域具备领先优势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截至2018年06月30日，公司总资产6.41亿元，资产负债率25.34%。2018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1.73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36.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73.60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54.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73.1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58.9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提高品牌经营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经营“步森”品牌。不断挖掘市场客户需求、研究

客户偏好，加深品牌价值深度，大力开展线上线下促销活动，优化订货会质量，提高订货会促进品牌

营销的能力，多方面立体塑造品牌品质，使“活出男人范儿”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消费者群体。  

2、推进渠道整合与转型：报告期内，公司整合了现有渠道，提高对部分优质直营店铺的支持力

度，对其店面进行了更新升级并对门店人员进行了更加专业的培训。 

3、提升设计研发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加到了对品牌设计的资源投入和技术支持，通过引进新

的研发人才和设计人才，结合上线下客户的数据，增强了产品设计的有效性和适销性；同时通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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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服装的研发能力和质量管控能力，有效提升产品的美誉度和市场口碑。 

4、加强经营管理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宏观环境和自身目标设置，对公司内部组织结

构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优化，根据业务划分对部门架构进行了削减和新设，同时简化内部管理流程。

同时强化预算和绩效管理，提高员工绩效考核标准，使公司内部管理过程更加科学化和任性化，也更

加符合目标明确、结果可控的标准。 

5、供应链业务开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供应链管理服务全资子公司在供应链管理服务方面取

得的较为显著的成效，积极参与行业会议，并与业内供应链公司、银行等机构进行常态化的沟通和交

流，并与系列潜在合作的伙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逐步构建纺织行业独有的产业供应链系统，涵盖前

端商品管理系统、物流运输系统、营销系统和后端的供应链金融系统，通过对产业链全流程的系统化、

数据化、透明化，通过数据分析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从原有产业的渠道商、终端门店、供应商逐步

纵向延伸，为服装主业提供产业供应链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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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 公司于2018年1月设立全资子公司安见汉时供应链管理（诸暨）有限公司，故2018年1月起

将安见供应链管理（诸暨）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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