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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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贝卡 60043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丽平 徐振 

电话 0374-5136699 0374-5136699 

办公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瑞贝卡大道666号 河南省许昌市瑞贝卡大道666号 

电子信箱 rbk600439@rebeccafashion.cn rbk600439@rebeccafash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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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9,218,440.05 4,864,930,174.68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20,732,031.47 2,856,519,061.8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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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45,062.07 59,380,817.26 9.20 

营业收入 946,374,638.61 989,040,653.15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21,533,597.94 125,601,021.9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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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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43,912.90 124,924,659.28 -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1 4.60 减少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74 0.1110 -3.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74 0.1110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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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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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71 381,538,217 0 质押 180,000,000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98 22,467,179 0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2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未知 1.95 22,037,711 0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2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未知 1.71 19,316,053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51 17,088,056 0 未知   

四川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 

未知 1.19 13,428,6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蓝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1 10,293,149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

未知 0.83 9,408,12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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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市润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润石 4 号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66 7,492,661 0 未知   

蒋小荣 未知 0.60 6,736,1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其管理人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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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河南瑞贝卡

发制品股份

有 限 公 司

15 年公司

债券 

15 瑞贝卡 136076 2015 年 12

月 08 日 

2020 年 12

月 08 日 

40,000,000.00 5.6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1.37   41.1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95   5.1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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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度，美国继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中美贸易

摩擦也不断加剧。虽然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外贸带来了一定压力，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相

关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体平稳并且稳中有进，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

长 3.9%，对欧盟、东盟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中美贸易总值受中美贸易摩擦

影响下降 9%，总体上看，尽管中国外部贸易大环境复杂严峻，中美经济竞争加剧，但中国外贸发

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外贸出口表现好于普遍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仍然致力于为全球假发消费者打造“顶上时尚”，满足全球假发消费者对“美”

的追求，并继续贯彻落实“稳健经营、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指导方针，继续对内抓“品质、

管理和信息链平台”，对外狠抓“品牌、市场和渠道融合”。内销市场，加大店铺运营管理和渠道

拓展力度，单店业绩和渠道控制力明显提升；外销市场，加快推进美国市场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

渠道建设进度，销售模式转型已初步完成，为美国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报告期，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946,374,638.61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4.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1,533,597.94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24%。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

国市场销售下降，由于美国市场需求变化及公司销售模式转型所致，公司自主渠道业绩体现需要

时间周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

销售费用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美国市场自建渠道投入增加所致，管理费用增长主要是由于报告期

内工资及社保等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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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日分别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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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

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时间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依据上述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

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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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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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

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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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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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项目；3.将利润表“减：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列报项目及

其内容做出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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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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郑有全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08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