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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6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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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8556081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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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斯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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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郗惠宁 徐亚平 

办公地址 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电话 03175090055 03175090055 

电子信箱 huasi@huasigufen.com  huasi@huasiguf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设立雄安新区的号召，利用地处雄安新区的南大门的优越地理

位置，以华斯裘皮特色小镇建设为契机，将努力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应

有的贡献。 

    公司是以裘皮时尚产业发展为核心，致力于产业整体发展、创新升级和服务平台建设的

上市企业，主要从事动物毛皮精深加工、裘皮服装、饰品设计的研发制造，以及为裘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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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发展搭建服务平台，有效提升公司的价值。 

     一、裘皮特色小镇及行业平台建设。 

    在经济新常态下，建设特色小镇被视为破解经济结构转化和动能转换问题、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将成为深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因此持续得到中央政府的

重视和政策扶持。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 

    公司为众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平台服务，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带动相关产业多样化

和集群化发展，推动全行业向高端跨越： 

    1、建立国外水貂良种繁育平台，利用国外大型现代化农场作为育种基地，为国内养殖企

业和养殖户引进最优质貂种资源； 

    2、建立毛皮拍卖行和毛皮原料交易平台，改变国内传统的毛皮交易模式、规范毛皮交易

方式，简化从业者的交易过程，降低经营风险； 

    3、建立产业金融平台，通过设立毛皮质押库，与金融机构合作，解决商户毛皮产品存放

保管和资金问题； 

    4、兴建华斯裘皮小镇，为公司打造产业高端服务新平台树立典范。华斯裘皮小镇是河北

省首批创建类特色小镇。小镇涵盖雅宝路外迁承接基地、企业总部基地、裘皮辅料中心、毛

皮拍卖行等。实现规模共享、信息共享、业务共享、服务共享，打造具有代表性、前瞻性、

高规格的产业服务平台。公司通过一系列产业服务平台建设和经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产业

链条，促进毛皮产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公司注重研发设计，引领裘皮时尚潮流。 

    公司始终以促进行业发展为己任，注重设计研发，建有行业内唯一的省级裘皮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建有研发设计中心，设计研发工作室3个，为了加强公司的技术创新实力，丰富产

品种类，强化市场占有率，公司致力于裘皮硝染裘皮服装服饰产品的，增强公司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会提高公司在国内同行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促进公司产品占有更大的市场

份额。 

     2018年度公司实施研发项目6项，分别是弹力裘皮面料的编织工艺研究、多种裘皮材料

拼接工艺、毛皮剪绒及毛革一体染色工艺、米黄水貂皮仿白貂皮的工艺研究、貉皮节能环保

型鞣制加工工艺研究、去除裘皮制品毛被中游离甲醛工艺。目前公司拥有专利23个。 

公司在未来三到五年，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运用，掌握

行业领先技术，增强行业竞争力，抢占行业制高点，做强、做大行业，成为具有技术领先和

核心竞争优势的科创新企业。 

    三、自主品牌建设 

    公司突破传统思维，积极探索创新，大力推进高新技术研发与自主品牌建设，制定行业

技术标准，创建国际先进经营模式。公司自主品牌“怡嘉琦”以“奢华、典雅、独特、时尚”

为主题，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和“中国真皮标志”等荣誉称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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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01,372,545.93 633,958,377.28 -20.91% 501,699,3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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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65,311.45 -75,446,522.59 122.35% 15,065,17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580.65 -82,886,039.98 100.05% 13,050,74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413,922.92 225,360,496.89 -188.93% 49,520,43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7 -0.1957 122.33% 0.04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7 -0.1957 122.33% 0.04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3.86% 4.74% 1.0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562,789,231.73 2,666,630,227.83 -3.89% 2,525,667,00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29,900,432.57 1,912,459,057.60 0.91% 1,992,332,149.1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7,915,680.22 108,964,678.01 130,470,795.66 154,021,39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5,325.71 9,219,942.06 281,269.00 4,788,77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024.29 8,667,399.68 -2,295,994.44 -6,747,84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767,832.39 -131,081,130.34 -1,299,839.64 48,734,879.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9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61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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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国英 境内自然人 120,720,374.00% 90,540,281 72,870,000   

上海纺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81,354.00% 0    

贺树峰 境内自然人 4,914,000.00% 0 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401 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825,700.00% 0 0   

卫光磊 境内自然人 4,568,800.00% 0 0   

刘素荣 境内自然人 3,691,100.00% 0 0   

北京海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922,5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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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定向战

略 3 号私募基

金 

郑琰 境内自然人 2,676,000.00% 0 0   

贺增党 境内自然人 2,062,604.00% 0 0   

李鹏 境内自然人 1,536,848.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贺国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贺树峰是贺国英的堂弟，构成关联关系。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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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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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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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董事会

确定的年度战略经营目标，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努力调整业务结构、加快技术创新，

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企业文化稳步推进，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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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继续增强。 

2018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01,372,545.9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0.91%；实现利润

总额 15,327,159.3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22.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65,311.4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2.35%。 

        华斯裘皮小镇是河北省首批创建类特色小镇，截止到2018年，小镇已经建成华斯裘

皮城A、B座、电商孵化园等行业服务平台。华斯裘皮特色小镇立足裘皮资源优势，通过裘皮

产业集群，不断集聚时尚产业的核心要素，逐步带动产业的多样化和集群化发展，依托肃宁

区位、资源、经济、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并努

力提高其市场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为更好的服务雄安新区，承接首都产业转移，吸纳

国内外客商创造条件。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裘皮皮张 60,496,126.52 57,589,961.03 4.80% -61.51% -62.65% 2.91% 

裘皮面料 1,247,567.40 1,073,114.41 13.98% 130.80% 117.15% 5.40% 

裘皮饰品 8,967,129.23 7,620,427.15 15.02% -37.32% -28.79% -10.18% 

裘皮服装 243,490,728.01 168,999,143.20 30.59% -0.10% 1.57% -1.14% 

时装 17,623,410.39 11,779,177.24 33.16% -8.24% -13.09% 3.73% 

加工收入 55,074,296.42 39,400,084.18 28.46% 15.78% 28.02% -6.8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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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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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

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

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

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

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

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2017年12月31日之前列

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年1月1日经重

列后金额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127,379,112.04 -127,379,112.04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127,379,112.04 127,379,112.04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2,869,181.15 --- 2,869,181.15 

固定资产 435,726,407.61 --- 435,726,407.61 

固定资产清理 --- --- --- 

在建工程 43,862,467.03  43,862,467.03 

工程物资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108,181,995.89 -108,181,995.89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108,181,995.89 108,181,995.89 

应付利息 378,983.53 -378,983.53 --- 

应付股利 --- --- --- 

其他应付款 225,419,201.60 378,983.53 225,798,185.13 

长期应付款 --- --- --- 

专项应付款 --- --- --- 

管理费用 61,512,957.14 -13,064,221.23 48,448,735.91 

研发支出 --- 13,064,221.23 13,064,221.23 

其他收益 7,912,708.60 --- 7,912,708.60 

营业外收入 361,934.22 --- 361,9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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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15户，主要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南

裘皮城”）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5.50 85.50 

北京华斯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服装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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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河北华斯生活购物广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斯广场”）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肃宁县尚村毛皮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

村拍卖”）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5.00 95.00 

河北华源服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沧州市华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华卓投资”）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9.99 99.99 

肃宁县华斯易优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斯易优”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0.00 60.00 

沧州市华惠毛皮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

州华惠）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锐岭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Pround city enterprises LTD（香港锐城企业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00 80.00 

Mark Farming ApS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Proud city (Denmark) Agri ApS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Proud city (Denmark) ApS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SIA VELVET MINK A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Proud City Enterprises Latvia 控股子公司 五级 100.00 100.00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河北凯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投资 

1.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河北凯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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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签字）：              

                                  贺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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