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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7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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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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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杰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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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朝阳 林明波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华街 21 号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华街 21 号 

电话 0579-85920903 0579-85922008 

电子信箱 liuzhaoy56@163.com 777abc@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继续专注于无缝服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和营销的主要业务，公

司主要产品是无缝服装，产品种类丰富、结构完善，包括内衣系列产品、套装系列产品、休闲服饰产品、运动服饰产品等多

个系列产品。由于无缝服装产品具有舒适自然、时尚、无束缚感等优点，无缝服装产品主要应用于基础内衣、运动户外装（如

沙滩装、专用运动装、户外旅游装等）、休闲装（如家庭装、睡衣等）、时装（如青春装、城市装等）、医疗保健专用装等

领域。目前，公司拥有“法维诗”、“丸美”、“BAJ”等自主品牌。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以ODM/OEM的模式为全球客户提供无缝服装的开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服务，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公司已经建

立起从研发设计、样品确认到生产、销售一条完整成熟的生产营销系统。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研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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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组建独立的技术团队，并与国内相关科研院校、专家进行合作交流，来开发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从而生产更有竞争优势的创新产品，以达到公司成为“行业精英”的目标。 

    2、采购模式 

    公司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与行业内知名企业建立较为密切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供应商考核体系，根

据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等要求采购原辅材料，根据考核结果择优采购，同时基于控制采购价格与维持合理库存两大目标确定

采购量。 

    3、生产模式 

    公司的无缝服装产品现以依靠自有厂房、设备、工人和技术自行组织生产为主，生产部门接到营销部门下达的订单后，

按照订单需求及时安排生产排期组织生产。公司通过运用高效的NC-ERP管理系统进行标准化、信息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保障了产品从打样、织造、后整理、缝制到包装、入库等环节高效有序地开展，并由品质管理人员和跟单人员及时跟踪反馈，

保障产品质量、交期，不断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 

    4、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销售模式主要分内销和外销。其中内销主要是直接销售给国内客户和通过外贸商销售给国外客户两种方式；

外销主要承接国外品牌商、零售商及采购商等客户的外贸订单，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完成采购、生产和销售各项流程。公司

根据不同客户的关键需求及期望（如资质、质量、价格、交期、服务、信誉度等）将产品和服务进行分层、分级管理，以满

足不同客户需求，提高其满意度。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顺应国家“三品”战略的政策导向，利用日益改善的营商环境和产业集群优势，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工艺、开发新产品

等方式来满足客户及消费者在服装材质、设计、款型、功能性等方面的中高层次需求，保障公司主营业务平稳发展。报告期

内，公司依靠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及专业的人才队伍，积极对研发设计、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

升级改造，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公司先后通过了一系列的社会责任和产品质

量体系生产资质认证，并已经与关键客户群体、供应商建立起密切的双向沟通机制，为公司建立长期和稳定的销售体系奠定

基础。 

    （四）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所属的无缝服装行业是纺织服装行业下的一个细分行业，较其他传统纺织服装企业自动化程度更高、产品附加值更

高。国内无缝服装行业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生产成本不断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国际市场需求回升乏力等问

题逐渐凸显，无缝服装行业创新不足、市场集中度较低，盈利能力有所下降，行业已进入转型调整期。无缝服装行业的生产

和销售受进口国国民经济景气和可支配收入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但除个别高档奢侈品牌外，大部分

无缝服装均属于基本生活消费品，总体上周期性特征较弱。 

    多年来，公司专注从事无缝服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具备较强的研发设计能力、规模化生产能力和快速供货能

力，是国内无缝服装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无缝服装产业链中重要的产品供应商和应用技术开发商之一。报告期内，公

司不断进行市场开拓，积极应对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市场竞争加剧和外贸出口增速放缓等各种不利因素，有效地开展“抓内

控、助生产、提销量”的管理工作，增加产品附加值，不断完善内部治理和组织结构，提高运营效率，严控经营风险，保障

公司主营业务平稳发展，巩固了公司在无缝服装行业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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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512,906.25 434,094,913.54 -4.28% 389,873,81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46,395.16 48,261,264.73 -62.40% 40,398,06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02,078.99 44,782,890.92 -72.75% 38,836,00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56,786.11 114,111,260.72 -79.09% 140,061,946.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0 -60.00%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0 -60.00%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4% 7.12% -4.48% 6.1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72,043,466.54 1,149,236,720.40 -15.42% 1,093,031,5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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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5,932,316.86 690,947,162.05 -0.73% 665,624,9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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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09,553.86 86,154,046.45 118,605,107.71 116,044,19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3,009.84 10,194,089.99 9,725,231.57 -6,885,93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40,211.39 9,367,242.43 7,716,476.58 -10,021,85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98,904.74 18,553,341.26 16,365,739.59 12,936,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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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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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建伟 境外自然人 28.12% 129,650,625 129,650,625 质押 122,550,000 

北京点创先行

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3% 63,297,901 0   

陶建锋 境内自然人 8.77% 40,446,678 40,446,678 质押 9,500,000 

陶士青 境内自然人 4.29% 19,796,400 19,796,400 质押 19,310,000 

王强 境内自然人 1.03% 4,766,340 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76% 3,506,08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2% 3,316,320 0   

洛克化学（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5% 3,015,980 0   

包莹莹 境内自然人 0.58% 2,663,487 0   

胡关跃 境内自然人 0.55% 2,548,89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陶建伟与陶建锋为兄弟关系，陶建伟与陶士青为姐弟关系，陶建伟、陶

建锋和陶士青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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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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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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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在国际经贸形势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和国内经济增速放

缓的环境下，2018年纺织服装行业下游产品出口放缓现象明显，据海关总署数据，以美元计价，2018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金

额累计2,767.31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7%。其中，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1,190.98亿美元，同比增长8.1%；服装及衣

着附件出口1,576.33亿美元，同比微增0.3%；以人民币计价，2018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金额累计18,263.70亿元，比上一年增

长0.78%。其中，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7,850.80亿元，同比增长5.1%；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10,412.90亿元，同比下降

2.3%。受生产成本上升、环保管控愈严、消费需求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及宏观经济预期等因素影响，纺织服装行业及

企业发展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产品出口增长压力进一步加大，公司外销收入有所减少，经营业绩有所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5,512,906.2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28%，营业成本305,869,076.6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2%，实现营业利润13,245,276.4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9.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46,395.16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62.40%，研发投入14,045,400.9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91%，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23,856,786.11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79.09%。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指导下，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主营业务 

    2018年度，公司继续专注无缝服装的主业。公司重视研发工作及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新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发明专利2项，新增实用新型专利2项，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创新力，有助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在产销链

中，公司充分利用MIS和NC等智能办公软件，加快信息化升级工作，立足于订单管理，协调采购、生产、销售等各环节的

人力、资源调配，加强生产集中管控，提升生产效率。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国际生产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在注重生产规模

化、标准化的同时，重视生产信息化、智能化，引进精益生产模式和先进管理系统，缩短生产周期，提升产能。公司营销团

队分工合作，采用灵活的销售策略，为客户提供新产品研发、物流运输到店、快反柔性等高品质服务，以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2、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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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严格把控和监督制度落实情况，在机制上保证了对所

有股东的公平、公正、公开，并充分享有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各项合法权益。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3次股东大会、7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同时，公司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的责任和义务，依法按时完成各项信息的披露，整个信息披露过程严格遵循信息披露的公平、公正、真实、

准确的原则，保证了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和经营情况的知情权，维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转型相关情况    

    公司在专注于主营业务无缝服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和营销的同时，运用“PE+上市公司”的模式，积极推进向医疗健康

领域转型的相关业务。考虑到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公司通过联合医疗健康行业专业程度高、资源丰富的股权

投资机构共同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筹划运用“产业投资+财务投资”模式对优质标的物进行储备和投资，向医疗健康产业提前

布局，加快推动公司向医疗健康领域战略转型进程。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运用子公司棒杰医疗这一平台，积极进行转型探索

与实践。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棒杰医疗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参与

投资江苏疌泉高特佳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棒杰医疗作为普通合伙人

认缴出资人民币10万元与陶建伟先生、陶士青女士和陶建锋先生共同投资设立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臻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该合伙企业已于报告期内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产及自有资金

出资2亿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棒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1月，全资子公司浙江棒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

续。 

    4、其他相关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浙江土木建设

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本次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2018年5

月，公司与浙江土建正式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棒杰大厦)》，合同签约价格为人民币54,880,000元整，合同工期为720

个日历天。目前，公司总部大楼项目建设相关工作在有序推进中。 

    2019年，公司将不断加强战略规划、提升品牌价值，完善内控建设、严控经营风险、储备技术人才，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保持企业发展后劲，巩固在无缝服装行业的领军企业地位。同时，公司将继续借助资本市场的各项资源拓展业务范围，

完善产业链，积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致力于发展成为一家综合性、集团性公司，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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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缝服装 397,043,112.00 290,055,978.47 26.95% -5.86% 0.42%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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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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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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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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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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

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

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

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

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

“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38,754,989.31 元，上

期金额49,288,975.82 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95,959,598.17元，上

期金额 96,519,359.79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

额 545,560.12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154,498.23元，上

期金额 35,525.00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

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

0.00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

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

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

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14,045,400.92 元，

上期金额 15,589,779.90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

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

额 0.00元，上期金额 0.00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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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期相比，减少1家。棒杰小贷自2018年9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与上期相比，增加1家。本期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棒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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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建伟 

201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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