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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时尚              公告编号：2019-43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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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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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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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时尚 股票代码 00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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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  杨溶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5 号长富金茂

大厦 59 楼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5 号长富金茂

大厦 59 楼 

电话 0755-83735593 0755-83735433 

电子信箱 dongban@e-huafu.com yangr@e-huaf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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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 年度： 

1、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色纺纱制造商和供应商之一，主营中高档色纺纱线，配套提供高档新型的坯纱、染色纱，同时提供流行趋

势、原料与产品认证、技术咨询等增值服务。通过色彩、材质、工艺技术的集成创新，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在坚持主业的同时，共享产业，以纱线贯通纺织服装产业，整合棉花种植、棉花加工、仓储物流、花纱交易、纺服供应

链，实现前后端产业贯通，致力成为全球纺织服装产业时尚营运商。 

2、经营模式 

主营纱线方面，公司形成了趋势引领、创新驱动、前导营销、规模定制的商业模式。公司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行国内

外平衡的产能布局，现已形成了浙江、黄淮、长江、新疆、越南五个生产区域，截至 2018 年度已形成 189 万锭产能，公司

坚持以客户为本，品质至上，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品质及附加值，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公司实行网链战略，打造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柔性供应链，通过价值服务，逐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纱线业务较快增长。2018年度纱线营收增长 22.7%达 72.22亿元。 

2）网链业务平稳增长。报告期内网链业务实现营收 70.17亿元，同比增长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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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7,433,720.22 12,596,539,031.75 13.58% 8,836,907,48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1,781,446.52 677,376,240.73 10.98% 479,158,04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4,143,765.20 407,197,137.04 -22.85% 256,318,74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799,889.22 -1,320,866,636.34 63.22% 825,212,770.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69 -27.54%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69 -27.54% 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2% 11.05% -0.23% 12.4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8,462,322,828.79 16,031,151,627.41 15.17% 10,998,829,05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23,921,461.38 6,883,084,099.06 0.59% 3,988,680,6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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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4,150,518.90 3,756,239,594.61 3,943,648,192.97 3,573,395,4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171,603.93 333,163,897.96 179,420,077.39 20,025,8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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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649,689.17 253,636,070.70 145,234,197.73 -222,376,192.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746,034.15 332,424,536.59 10,752,301.77 -507,230,6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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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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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7% 520,705,950 0   

安徽飞亚纺织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9% 129,058,312 0   

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62,923,500 0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上海爱建信

托－爱建信托欣欣 7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

类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3.91% 59,429,476 0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万向信托－万向

信托－星辰 39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3.91% 59,429,476 0   

泰达宏利基金－招商银行－长安国际信

托－长安信托·华孚色纺定增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2.97% 45,166,402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华孚财富 2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0% 30,352,740 0   

泰达宏利基金－招商银行－陆家嘴信托

－陆家嘴信托－鸿泰 18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72% 26,148,969 0   

吴景珍 境内自然人 1.64% 24,885,000 0   

富安达基金－南京银行－厦门国际信托

－财富共赢 14 号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6% 23,771,79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安徽飞亚纺织有限公司、深圳

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招商财富

－招商银行－华孚财富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专用账户，其余流通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余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吴景珍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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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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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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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外市场需求出现分化，中美贸易战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前升后贬，波动加剧。棉价

在波动中趋稳，内外棉价差缩小。公司在报告期内坚持做强主业，加快共享产业，完善全面经营，围绕“舞动时尚，聚焦质

效”的年度主题展开工作。随着纱线业务质效提升、网链战略稳步实施，公司全年营收、利润依然保持较快增长。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3.5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7.5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98%，本报

告期内我们做了以下主要工作： 

1、集聚营运，提升质效。 

通过加大营销力度，聚焦客户与订单，优化组织流程，深化分类生产等措施，提升了订单批量，通过加大研发技改投入，提

升了生产效率。同时公司加强了质量管理力度，产品质量明显改善。 

2、优化产能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产能布局，将位于浙江宁海、余姚的两个工厂 6 万锭产能转移至西部，报告期内新增产能 9 万锭

达到 189 万锭。 

3.网链业务稳健发展。全年贡献营收 70.17 亿元，同比增长 7.32%。 

4.根据公司环境与战略的变化，提升了华孚品牌定位，“为下一个就位”成为华孚新的冲锋号。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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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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棉纺行业（主营业务） 14,238,227,196.79 12,772,214,040.63 10.30% 14.60% 14.31% 0.23% 

分产品 

纱线 7,221,664,140.38 6,088,493,738.19 15.69% 22.68% 21.70% 0.68% 

网链 7,016,563,056.41 6,683,720,302.44 4.74% 7.32% 8.32% -0.89% 

分地区 

境外销售（主营业务） 2,022,968,916.48 1,806,575,885.61 10.70% -36.69% -35.07% -2.23% 

境内销售（主营业务） 12,215,258,280.31 10,965,638,155.02 10.23% 32.36% 30.68%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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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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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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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了《关

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

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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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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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本公司新纳入合并范围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新疆棉花交易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华孚棉业于2018年1月收购，其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5,000万元，实收资本4926.72万元，本公司持股70.40%，新疆

新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占股29.60%。 

新疆华孚棉业集团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注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本公司持股100%。 

阿克苏银星物流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子公司华孚网链于2018年9月收购，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本公司持股51%。 

昌吉华孚棉花产业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子公司新疆华孚棉业于2018年9月17日注册设立，其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本公司持股

100%。 

浙江万服生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孚网链于2018年3月5日注册设立，其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5,000万元，实收资本为0，本公司持股100%。 

淮北华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子公司深圳华孚网链于2018年6月25日注册设立，其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6500万元，本公司持股

100%。 

阿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子公司华孚网链和新疆华孚集团于2018年8月28日注册设

立，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本

公司持股100%。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伟挺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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