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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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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正时尚 60383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谭才年 杜元佳 

电话 0573－87268790 0573－87268790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

谷水路298号 

浙江省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

谷水路298号 

电子信箱 info@anzhenggroup.com info@anzheng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781,474,864.83 3,689,779,171.48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25,239,561.36 2,742,504,193.92 -0.6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687,943.07 -43,374,302.96 168.45 

营业收入 1,124,397,977.21 752,134,113.62 4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92,305,428.24 162,497,643.98 18.34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4,363,932.55 126,252,164.33 3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88 6.18 增加0.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1 1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1 17.0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9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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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郑安政 境内自然人 37.4 151,165,218 149,940,000 质押 61,024,000 

陈克川 境内自然人 14.55 58,800,000 58,800,000 质押 36,710,000 

郑安坤 境内自然人 10.91 44,100,000 44,100,000 质押 38,642,000 

郑安杰 境内自然人 6.69 27,048,000 27,048,000 质押 9,500,000 

郑秀萍 境内自然人 3.64 14,700,000 14,700,000 无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31 9,328,862   未知 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薪满益足”天

天薪人民币理财计划 

其他 1.81 7,311,540   未知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8 2,765,800   未知 0 

易方达资产－广发银行－

易方达资产多策略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3 1,747,464   未知 0 

UBS   AG 其他 0.32 1,312,20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郑安坤、郑安杰、陈克川、郑秀萍系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郑安政的亲属。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公司主营业务也受到终端消费情绪低落的

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2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9.4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34%(已扣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0.19%。公司上半年利润

增加的主要得益于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及礼尚信息业务快速增长和并表等因素。公司主要在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展开工作： 

(一)、坚持“四化”建设，建立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 

公司坚持“专业化、时尚化、年轻化、国际化”人才发展战略，坚持内培外引同步发展之路，

对内不断培养现有团队，使之适应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对外引进专业化、国际化、年轻

化的人才，以弥补公司业务快速发展人才的短缺。在引进人才中，立足于建立能打胜仗的团队，

将现有团队中缺乏的人才补齐，着重考虑国际化人才的引进。今年共引进了 13 位具有海外留学经

历的中层管理人员，7 位行业内优秀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分别对各品牌事业部的重要岗位及部

门进行了人员优化升级。 

(二)、加大研发投入，坚持“产品为王”的经营理念 

公司坚持“好设计、好品质、好价格”的经营理念，清楚地认识到产品研发是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始终把研发能力的提升摆在公司首要工作中。2019年 4 月在意大利米兰成立了设计研发中

心，聘请了意大利著名设计师 Diego Lazzaroni 先生成为玖姿品牌高端线设计师，并成功研发了

2020 春夏的玖姿品牌高端线产品。今年上半年共投入研发费用 3,540 万元，同比增长 36%，占服

装销售收入的 4.6%。 

(三)、以线下实体为基础，积极探索发展新零售 

公司坚持稳步发展线下实体店的同时，积极探索新零售。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服装类



线上销售达到了 1.62 亿元，同比增长 40.91%；礼尚信息运营国内外知名品牌超过 20 余个，实现

销售收入 3.64 亿元，同比增长 21.33%，实现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线上销

售累计已经达到 5.26 亿，占公司收入的 46.96%。公司从以线下实体门店为绝对核心的传统品牌

公司转型为融合线上线下服务的新零售公司，为公司保持活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公司继续荣登

2018 年中国服装百强榜，营业收入位于第 59 位、利润总额第 33 位、利润率第 10 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一）变更的情况 

1、财务报表格式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规定。 

2、新金融工具准则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二）变更原因 

1、2019 年 4 月 30 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公司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

照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执行。 

2、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2017 年 5 月 2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

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三）变更的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3）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等； 

（4）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

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5）“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6）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除上

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以前颁布的政策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

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相关财务指标。 

2、本次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根据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资

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以更加及时、足额地

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综上所述此会计政策调整，对公司无其他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列报净损益亦无影响。 

3、具体执行新金融准则的格式追溯调整年初资产负债表以及上年同期利润表相关科目比较数

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上年度末调整前 上年度末调整后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820,947,368.03 

其他流动资产 822,434,560.21 其他流动资产 1,487,192.1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6,045,954.2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36,045,954.26 应收账款 136,045,954.2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6,489,469.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16,489,469.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0,961,255.13 应付账款 170,961,255.13 

  应付票据  

利润表 

上年同期调整前 上年同期调整后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1,386,880.54 

资产减值损失 -18,410,473.92  资产减值损失 -17,023,593.38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