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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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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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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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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张建华 出差 王虎勇 

董事 孙皓 身体原因 徐安顺 

独立董事 徐胜锐 出差 张力 

 

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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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

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61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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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锦 600735 兰陵陈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盛强 王燕妮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27号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27号 

电话 0532-88619069 0532-85967330 

电子信箱 600735@hiking.cn 600735@hiking.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发制品和纺织服装产品的生产加工及出口贸易。 

（一）发制品业务： 

1、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发制品系列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男发块、女装假发、接发、教习假

发、人发条、假发配件等以人发制品为主同时兼具人发化纤混合发制品等，主要出口地区为北美、

欧洲、日本。 

公司发制品出口采用以销定产的业务模式，具有从研发、设计到采购、精细生产、销售的完整

产业链。 

公司境内拥有海川工艺、海川锦融、锦盛发制品三家发制品子公司；拥有盛泰分公司、锦融柬

埔寨、禹城新源、禹城新意、青岛山丽五家发制品生产企业。其中，盛泰分公司、锦融柬埔寨、禹

城新源、禹城新意、青岛山丽五家生产公司除了对公司所属境内境外贸易子公司加工订单外，还吸

收公司以外的订单；海川工艺、海川锦融、锦盛发制品三家子公司具备假发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和

生产能力，有自营出口权，均可实现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经营。这三家境内发制品子公司处在

发制品产业链的中上游，经营模式为接受国外订单后通过独立研发、设计取得客户满意后，优先委

托自属工厂加工生产，自属工厂产能不足则委托国内其他发制品生产加工企业。 

国外销售方面：公司拥有三家境外发制品子公司（OR 美国、NI 美国、NI 加拿大），经营模式为

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采购成品假发产品，在美国境内批发及转销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三家境外

发制品子公司从事发制品的设计研发、批发，处在发制品产业链的中下游，主要产品有男发块、中

高档女装发、接发、假发配饰等。 

国内销售方面，境内子公司丝傲上海、青岛锦信主打高级定制需求和时尚定制需求，针对百变

造型的高端客户，以高级定制发套为主，主要通过与国内中高档美发沙龙、美发学校、电视购物、

会员营销等渠道合作销售假发制品。 

品牌方面，公司境外拥有 OnRite、NewImage 两大核心品牌，其中 OnRite 已成为美国男发块行

业的品牌导向，Gemtress,Ultratress 和 TressAllure 是 OR 美国针对不同消费客户群和不同区域市场的

自有品牌；公司境内拥有 S&O（丝傲）品牌。 

目前公司假发制品在国内没有实体门店。 

2、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全球发制品消费市场发展迅速，全球发制品国际贸易市场日益活跃，加上非洲等新兴发

制品市场的旺盛需求，为中国发制品的出口业务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伴随着全球发制品消费市

场的稳步增长和国际贸易的稳步发展，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国，其出口业务

发展趋势与全球发制品消费市场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因此，在全球发制品消费增长的趋势下，中国

发制品出口业务的增长趋势在现有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呈现小幅增长。 



从国内市场消费情况来看，随着国内消费者购买能力逐年提高，国内对发制品的需求在短期内

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呈现出由发制品的传统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发展趋势。此外，随着时

尚产业的发展，国内美容美发行业成为继住房、汽车、旅游后我国第四大消费热点，成为我国大力

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力量。因此，国内的美容美发学校及培训机构、美发店等近年来数量增长较快，

发制品（教习发）作为美容美发培训道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需求也在稳步快速增长中。 

但是，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产业的迅速发展，电商、移动购物、海淘等线上消费模式发展迅速，

对传统的批发零售模式带来的冲击持续加大。随着大型电商用户粘度的逐步提升以及物流系统的逐

步完善，线上消费对线下零售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分流，对传统外贸行业带来了较大冲击。 

（二）纺织服装出口业务： 

1、经营模式 

公司纺织服装业务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华锦纺织有限公司开展，主要包含各类针织品、

服装、家用纺织品、纺织面料等产品的出口，主要出口市场为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等市场。

公司业务以 OEM 为主，通过不断整合产业链的上下游资源，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2、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纺织服装行业顶住压力在 2018 年保持了出

口增长态势。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额为 2767.3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66%，其中纺织品累计出口额为 1190.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0%；服装累计出口额为 157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0.29%。但是纵观全年，纺织服装产品前三季度出口增长较快，自 2018 年 10 月起

增速下降明显，12 月当月出现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速双降，预计 2019 年出口压力仍然较大。 

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对于国际服装订单的争夺趋于白热化，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积极

提升当地纺服加工制造水平，从政策上向纺服产业倾斜，积极营造良好的生产环境。这些将直接对

我国纺服产品出口优势形成挤压，因此，从中长期看，国内纺织服装行业出口形势仍不乐观。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158,779,752.07 1,103,664,264.15 4.99 1,019,151,805.12 

营业收入 1,364,839,130.81 1,356,282,525.48 0.63 1,304,275,29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6,443,226.25 73,822,414.09 3.55 55,652,88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72,014,813.98 70,248,610.87 2.51 55,523,142.38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88,896,831.74 822,802,714.24 8.03 765,302,42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3,142,896.94 91,889,031.32 44.90 127,936,74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33 0.1963 3.57 0.14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33 0.1963 3.57 0.148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98 9.30 减少0.32个百分

点 

7.6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25,177,911.31 344,522,943.91 339,414,541.45 355,723,73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832,526.87 17,380,592.43 24,124,328.01 18,105,77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6,500,319.65 17,243,641.93 23,666,006.79 14,797,07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9,580,580.42 18,550,606.46 37,624,642.51 27,387,067.5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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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7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14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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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鲁锦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0 185,532,352 49.34   质押 165,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青岛三鑫商贸有

限公司 

  7,150,000 1.9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铮   5,157,100 1.37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建华 0 3,658,209 0.97   无   境内自

然人 

刘萌萌   3,020,448 0.80   无   境内自

然人 

阮琳   1,889,432 0.5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1,637,900 0.44   无   未知 

曹晖   1,397,800 0.37   无   境内自

然人 

胡刚华   1,356,200 0.36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淑兰   936,400 0.25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张建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

股股东；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无优先股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136,483.9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63%，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7,644.3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5%，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201.4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1%，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 13,314.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4.90%。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 0.2033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3.57%，报告期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0.191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1%，

报告期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98%，比上年同期减少 0.32 个百分点，报告期公司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46%，比上年同期减少 0.39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专

注于发制品、纺织品的加工和出口，涉足大健康养老运营管理，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18 年 6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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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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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对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

“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

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行项目，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在该新增项

目中列示；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2）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 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

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账款   139,289,299.25      -139,289,299.2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9,289,299.25     139,289,299.25  

应收利息       124,149.80          -124,149.80  

应收股利     2,400,000.00        -2,400,000.00  

其他应收款    25,030,760.89     27,554,910.69       2,524,149.80  

应付账款   109,228,083.82      -109,228,083.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9,228,083.82     109,228,083.82  

应付利息       126,735.77          -126,735.77  

应付股利       225,708.00          -225,708.00  

其他应付款    14,735,893.51     15,088,337.28         352,443.77  

（3）本公司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给予确定，包括本公司、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纳入合并

范围的子公司详见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