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3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棒杰股份”）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浙江棒杰数

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8]

第 4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本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查，现就问询函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 亿元，同比下降 8.5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1,530.71万元，同比下降 3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

为 1,450.75 万元，同比下降 35.2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4.56

万元，同比下降 112.47%。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状况、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和报告期

内公司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构成等因素的变化情况，说明公司营

业收入、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的原因和

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所属的无缝服装行业是纺织服装、服饰业下的细分行业。经过多年发

展，无缝服装行业进入发展成熟期。近年来，受全球消费需求复苏缓慢、国际贸

易紧张局势、国内外纺织服装行业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无缝服装行业盈利

能力有所下降。据海关总署相关数据，2018 年 1-6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1,275.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4%。其中，纺织品出口 583.3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0.28%，服装及其附件出口 691.92亿美元，同比下跌 2.03%；以人民币计价，

我国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 3,735.9 亿元，同比增长 2.6%，服装及衣着附

件出口 4435.3亿元，同比下降 8.8%。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无缝服装的主营



业务，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高生产工艺、开发新产品等方式不断进行产业

发展和市场开拓，但在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提升、市场竞争激烈及外贸出口增速放

缓等因素影响下，公司外销出口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构成变动情

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80,863,600.31    197,668,434.19  -8.50% 

毛利率 28.69% 32.28% -3.59% 

期间费用：       

销售费用      6,059,107.36      6,277,657.28  -3.48% 

管理费用     26,721,431.44     26,076,410.40  2.47% 

财务费用      2,665,674.44      2,685,038.09  -0.72% 

非经常性损益：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285.65       -240,848.79  -90.3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20,000.00        651,253.56  -81.57% 

其他营业外收入与支出        856,805.15       -129,509.30  -761.58% 

净利润：       

扣非前净利润     15,307,099.83     22,646,991.66  -32.41% 

扣非后净利润     14,507,453.82     22,415,852.43  -35.28% 

 

报告期内，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的较大变化，尤其是国际市场贸易摩擦的持

续发酵与升级，给行业及公司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压力，致使公司外销收入有所

减少，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8.5%。报告期内，原辅材料及人工成本等不断上

升及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公司产品总体毛利率有所下降，进一步造成公司

扣非前净利润同比下降 32.41%，扣非后净利润同比下降 35.28%。报告期内公司

严格控制期间费用，但销售收入及毛利率的下降使公司业绩出现下滑，因此公司

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等指标均有下降。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变动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95,098,410.42   166,899,998.29   28,198,412.13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5,039,228.30   9,131,369.91   -4,092,141.61  

  收到的税费返还  9,126,664.90   9,945,080.83   -818,415.9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365,477.16   47,105,504.72  -14,740,027.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1,629,780.78   233,081,953.75   8,547,827.0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9,779,086.73   100,490,215.59   39,288,871.1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17,955,087.40   -4,983,195.70   22,938,283.10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5,041.18   3,271.38   1,769.8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5,484,876.67   54,887,708.53   597,168.14  

  支付的各项税费  9,913,681.03   9,654,526.38   259,154.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937,571.25   29,370,920.28   -5,433,349.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7,075,344.26   189,423,446.46   57,651,89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45,563.48   43,658,507.29  -49,104,070.77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4.56 万元，同比下降

112.47%,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以及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主要是本报告期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公

司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上年同期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3,186.94 万，本期应

收账款较年初减少 726.83 万，故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增加了 2,819.84万元。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增加 3,928.89 万元，主要是公司按后期订单及计划生产投入加大，

原辅材料及加工费等采购金额增加。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较去年同期增加 2,293.83万元。 

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应收帐款信用政策的影响：  

收入确认政策：本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并不再对该商品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和实施有效控制，且相关

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确认为收入的实现。销售商品收入金

额，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

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



质的，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  

信用政策：本公司仅与经认可的、信誉良好的第三方进行交易，对所有要求

采用信用方式进行交易的客户进行信用审核，符合条件的给予一定的账期，账期

一般不超过6个月。应收账款项目截止2018年6月30日较年初减少726.83万元,在

合理的控制范围内。  

公司报告期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为报告期存货增加及客户贷款

及垫款净增加额增加导致，公司的经营模式、收入确认原则及信用政策未发生重

大变化，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变动是公司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所导致。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外销收入 1.20 亿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66.32%。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分区域的出口销售情况，并说明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商

业环境对你公司出口销售产生的现时和潜在影响及相关外汇风险；并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分区域的出口销售情况如下： 

区域/国家 
2018 年 1-6 月外销收入 

 销售额（万元）  比例 

美国 4,935.00 41.14% 

欧洲 3,470.00 28.93% 

澳大利亚 1,703.00 14.20% 

亚洲(不含中国大陆) 1,563.00 13.04% 

南美洲 185.00 1.54% 

非洲 139.00 1.16% 

合计 11,995.00 100.00% 

由上表可知，2018 年 1-6 月公司出口至美国的销售额为 4,935 万元，占公

司外销收入比例为 41.14%。因此，美国是公司产品出口销售的主要国家之一，

其经济发展状况、贸易政策等均可能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商业环境对你公司出口销售产生的现时和潜在影

响及相关外汇风险；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在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公司产品无缝服装所属的“采用高

速机电一体化无梭织机、细针距大园机等先进工艺和装备生产高支、高密、提花

等高档机织、针织纺织品”被列入鼓励类项目。工信部发布的《纺织工业发展规

划(2016—2020年)》指出“十三五”期间，行业发展目标为规模以上纺织企业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 6%-7%；纺织品服装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保持基本稳

定，同时提出了优化市场发展环境、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等政策措施。因此，

国内纺织服装、服饰行业宏观经济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为公司经营发展及出口

销售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2018年 6月，美

国政府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2018 年 9 月，

美国政府进一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进口关税，其中涉

及全部种类的纺织纱线、织物、产业用制成品等，但服装、家纺等终端商品暂未

列入，因此，对公司现时出口销售暂不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未来中美贸易争端进

一步升级，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增强，将对公司的出口业务尤其对美出口业务发展

产生一定不利影响，最终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因为公司外销收入占比较大，还面临着汇率波动的风险。上半年

人民币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显著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直接影响公司业绩；

同时影响公司以外币计量的出口产品价格，影响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同时，如果未来国内外经济出现持续性下滑或出现周期性波动，会给公司业绩造

成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际商业环境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若公司主要客户

所在的美国及欧洲、澳洲等国家和地区若强推贸易保护政策，可能对公司的业绩

及盈利能力产生不利的影响。 

针对公司面临的商业环境和汇率等方面风险，公司将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1）在稳定现有海外市场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国内及其他地区的市场，

分散贸易争端升级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2）加强内控，提升企业精益生产、柔性制造水平，提升内部管理和公司

治理水平，增强对抗贸易风险的能力； 

（3）不断提升企业技术研发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出更具竞争优势的

产品； 



（4）密切关注公司主要客户所在国家的经济形势和贸易政策，积极维持与

现有优质客户的合作关系，保持紧密的沟通与联系； 

（5）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汇率风险管控机制。公司外销产品以外币报价，

以外币结算，初始报价增加对汇率风险的考量。为规避汇率异常波动对经营业绩

的影响，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公司会在确保安全性和流动性的

前提下，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等业务以锁定外汇风险。 

 

三、报告期末，你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为 2.14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

露该科目明细构成、形成原因、主要内容、会计处理依据和合理性，以及是否

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1、科目构成明细 

报告期末，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为 2.14 亿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控

股子公司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棒杰小贷”）对外贷款及垫款。报

告期末，按贷款种类构成、贷款五级分类贷款损失准备、贷款按担保方式具体明

细如下：  

贷款构成 

单位：元 

种类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贷款损失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个人贷款 202,522,531.65 86.16 18,636,975.91 87.37 

公司贷款 32,541,619.25 13.84 2,695,009.63 12.63 

合计 235,064,150.90 100.00 21,331,985.54 100.00 

 

贷款五级分类及贷款损失准备 

单位：元 

五级分类 
期末余额 

贷款金额 占总额比例% 专项准备比例% 专项准备金额 

正常 142,344,120.81  60.56% 1% 1,423,441.21  

关注 65,708,797.14  27.95% 2% 1,314,175.94  

次级 2,119,444.91  0.90% 25% 529,861.23  



可疑 13,654,561.76  5.81% 50% 6,827,280.88  

损失 11,237,226.28  4.78% 100% 11,237,226.28  

小计 235,064,150.90  100.00%   21,331,985.54  

 

贷款按担保方式分类 

单位：元 

性  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信用贷款 3,415,787.37  1.45% 1,955,320.46 0.90 

保证贷款 191,223,259.50  81.35% 171,202,867.96 78.86 

抵押贷款 34,915,100.25  14.85% 38,076,267.60 17.53 

质押贷款 5,510,003.78  2.35% 5,874,607.48 2.71 

合  计 235,064,150.90  100.00% 217,109,063.50 100.00 

2、形成原因、主要内容、会计处理依据和合理性，以及是否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末，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为 2.14亿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控股

子公司棒杰小贷从事经营活动所致。棒杰小贷由公司于 2012 年 6月 1日发起设

立，并于2015年7月获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代码：833118），

公司持有棒杰小贷股权比例为 30%。棒杰小贷主要在义乌市范围内办理各项小额

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 

公司对棒杰小贷进行财务核算主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财务规

则》、《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及浙江省关于小贷公司会计核算和财务制

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依据上述规定在期末分析各项贷款的可收回性，对贷款采用

备抵法核算贷款损失准备并预计可能产生的贷款损失。贷款损失准备为贷款的账

面价值与其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提取是按照

风险分类的结果，并考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贷款本息的偿还情况、

抵押品的市价和担保人的支持力度等因素，分析其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以

判断贷款是否发生减值，合理计提。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

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 

棒杰小贷五级分类及计提比例： 

贷款类别 逾期天数 资产质量特征 
资产减值准

备计提比例 



正常 0 
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不

能按时足额偿还。 
1% 

关注 0—90天 
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

能对还款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2% 

次级 
 90—180

天 

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经

营收入已无法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

会造成一定损失。 

25% 

可疑 180天以上 

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

定造成较大损失。这类贷款除具有次级类贷款的所有

特征且更为严重外，还具有抵押品的价值难以确定和

不足及追索结果不明的缺点，这可能因为借款人存在

重组、兼并、合并、抵押物处理和未决诉讼等待定因

素，损失金额还不能确定。 

50% 

损失  

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

贷款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即：损

失类贷款要大部分或全部发生损失。损失类贷款还包

括那些余额极小，己无法再列为公司资产的贷款，这

些贷款若采取措施清收，成本将会高于贷款本息金额。 

100% 

当本公司采取必要的追偿措施后仍无法收回的贷款，报经管理当局批准后予

以核销，核销时冲减已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已核销的贷款以后又收回的，按收

回部分将已核销的贷款损失准备予以转回。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风险分类主要采取脱期法（贷款逾期时间长短）结合担保

情况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为不良贷款。贷款分类标

准见下表。 

项目 关注 次级 可疑 损失 

信用贷款 逾期 1——30 天 逾期 31——90 天 逾期 91——360 天 逾期 361 天以上 

保证贷款 逾期 31——90 天 逾期 91——180 天 逾期 181——360 天 逾期 361 天以上 

抵押贷款 逾期31——180天 逾期 181——360 天 逾期 361 天以上  

质押贷款 逾期91——180天 逾期 181——360 天 逾期 361 天以上  

本公司及棒杰小贷均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2018 年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及相关公告和棒杰小贷信息披露平台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www.neeq.com.cn 上的《2018 年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

告及相关公告。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8,263.41 万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32.46%。

请你公司结合存货构成、产销情况，分析存货增加的原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的依据及充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

料 
14,381,331.33    14,381,331.33  11,044,165.98    11,044,165.98  

在产

品 
52,399,141.44    52,399,141.44  33,899,182.52    33,899,182.52  

库存 

商品 
17,607,584.75   9,045,324.83  8,562,259.92  19,028,682.44  11,224,886.40  7,803,796.04 

委托

加工

物资 

1,227,951.55    1,227,951.55   173,020.95    173,020.95  

发出 

商品 
7,966,347.78  1,902,951.53  6,063,396.25  11,421,249.41  1,955,119.06  9,466,130.35  

合计 93,582,356.85  10,948,276.36  82,634,080.49  75,566,301.30  13,180,005.46  62,386,295.84  

报告期内，公司产销情况如下： 

项  目 

期初结存 本期产出 本期销售 期末结存 

数量 

(万件） 

金额 

（万元） 

数量 

(万件） 

金额 

（万元） 

数量 

(万件） 

金额 

（万元） 

数量 

(万件） 

金额 

（万元） 

库存商

品/发出

商品： 

253.23 3,044.99 1,163.97 10,449.76 1,177.53 10,937.35 239.68 2,557.39 

其中: 

外销 
65.20 455.79 861.49 7,036.59 843.83 7,044.46 82.87 447.92 

内销 188.03 2,589.20 302.48 3,413.17 333.70 3,892.89 156.81 2,109.47 

1、存货增加原因 

报告期末，本期存货较期初增加 2,024.78万元，增加比率为 32.46%；其中：

原材料增加 333.72万元，在产品增加 1,850.00万元，库存商品增加 75.85万元，



委托加工物资增加 105.49 万元，发出商品减少-340.27 万元。因此，本期存货

增加主要是原材料及在产品增加引起，原材料增加主要为生产采购了合理库存量

的生产备用料，期末在产品增加主要是公司本期按后期订单及计划生产投入有所

加大。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充分性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

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

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

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

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

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

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

算。 

本期按照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准则中相关规定，对期末存货进行全面减值测

试，其中主要减值存货为库存商品（含发出商品），针对库存商品公司进行了充

分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具体情况如下： 

库存商品（含

发出商品） 

结存数量

（件） 

结存金额

（元） 

减值金额 

（元） 
备注 

内销商品 1,568,078.00 21,094,746.90 10,948,276.36   

其中： 

自有品牌商品 
1,025,528.50 15,640,394.79 10,948,276.36 

多为以前年度生产，现按结存

成本金额的 70%计提 

贴牌商品 542,549.50 5,454,352.11            -    本期按合同生产无减值 

外销商品 828,673.00 4,479,185.63   本期按合同生产无减值 



 

五、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截至本回复日，本公司没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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