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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0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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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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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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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435,419.63 216,880,358.23 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60,317.08 11,795,267.77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186,803.64 9,089,423.97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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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6,193,959.82 -247,848,962.73 2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5 0.0306 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5 0.0306 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0.6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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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516,585.99 2,562,789,231.73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8,299,359.03 1,929,900,432.57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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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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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国英 境内自然人 31.31% 120,720,374 0 质押 72,870,000 

上海纺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6,581,354 0   

卫光磊 境内自然人 1.41% 5,428,816 0   

贺树峰 境内自然人 1.67% 4,914,000 0   

郑志华 境内自然人 0.84% 2,477,211 0   

贺增党 境内自然人 0.53% 2,062,604 0   

北京海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海燕定向战

略 3 号私募基

金 

其他 0.44% 1,712,000 -1,210,500   

李鹏 境内自然人 0.40% 1,536,848 0   

肃宁县华德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6% 1,402,294    

郑东浩 境内自然人 0.31%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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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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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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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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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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涵盖华斯国际裘皮城-一站式冬装购物中心、电商孵化园区（暨

风尚中心）、裘皮服装建工扩建项目暨小镇配套设施、华斯裘皮小镇财富中心、品牌总部基

地、温泉酒店、裘皮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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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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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施研发项目6项，分别是3D印花裘皮面料制衣研究、貂皮节能氨

氮减排工艺研究、貂皮真空鞣制技术工艺研究、细杂毛皮染整清洁工艺研究、毛皮加工清洁

生产的白色鞣制工艺研究、浸灰脱毛制革湿加工工艺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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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19年公司经营情况 

    2019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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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继续增强。 

    公司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6,435,419.63元 ,比上期增加 9.02%;实现利润总额

14,024,089.36元,比上期增加16.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60,317.08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2.25%。 

    华斯裘皮小镇是河北省首批创建类特色小镇，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小镇已经建成华斯裘

皮城A、B座、电商孵化园（暨风尚中心）、裘皮服装加工扩建项目暨小镇配套设施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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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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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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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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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0日，本公司之子公司河北华斯裘皮小镇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肃宁县行政审批局注册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91130926MA0D8UEF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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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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