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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3                               证券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定 2018-001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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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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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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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孚日股份 股票代码 0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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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萌 彭仕强 

办公地址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 号证券部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 号证券部 

电话 0536-2308043 0536-2308043 

电子信箱 furigufen@126.com furigufen@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一直专注于毛巾系列产品、床上用品和装饰布艺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供应、营销渠道建设

和品牌推广，报告期公司的利润构成和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

战，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强精益化管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经济继续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 

2018年，面对复杂的外部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董事会按照新三十年的战略布局，不断深

化机制改革，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加快全球市场开发，加快技术研发创新，克服了不利因素影响，顺利完

成年度经营目标。本报告期，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51.71亿元，同比增长7.24%；完成出口额4.73亿美元，

同比增长10.37%；实现净利润4.35亿元，同比增长5.99 %，企业的运行质量、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实力达

到历史最好水平，圆满实现公司“新三十年”的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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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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元） 5,170,527,632.84 4,821,675,351.22 7.24% 4,374,976,36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4,768,621.16 410,203,237.93 5.99% 378,161,97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0,687,792.10 328,215,389.82 3.80% 332,834,03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0,256,444.55 886,647,263.99 -41.32% 1,166,191,580.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5 6.67%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5 6.67%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5% 12.63% 0.32% 12.1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元） 8,063,672,116.99 7,409,386,658.24 8.83% 7,124,760,3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42,483,545.10 3,323,253,964.15 3.59% 3,185,947,980.31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170,527,632.84 4,821,675,351.22 4,821,675,351.22 7.24% 4,374,976,362.28 4,374,976,36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434,768,621.16 410,203,237.93 410,203,237.93 5.99% 378,161,979.87 378,161,97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40,687,792.10 328,215,389.82 328,215,389.82 3.80% 332,834,032.00 332,834,03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520,256,444.55 862,031,143.99 886,647,263.99 -41.32% 1,166,191,580.74 1,166,191,580.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5 0.45 6.67% 0.42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5 0.45 6.67% 0.42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5% 12.63% 12.63% 0.32% 12.13% 12.1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063,672,116.99 7,409,386,658.24 7,409,386,658.24 8.83% 7,124,760,318.95 7,124,760,3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3,442,483,545.10 3,323,253,964.15 3,323,253,964.15 3.59% 3,185,947,980.31 3,185,947,980.3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现金流量列报项目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原作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变更作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减少了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并以相同金额增加了经营活动现金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但对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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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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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269,266.44 1,271,553,593.30 1,228,561,112.55 1,364,143,66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398,906.42 105,756,537.20 137,852,565.65 103,760,61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970,907.34 89,484,859.70 125,181,052.67 53,050,97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311,692.03 142,323,571.90 239,084,015.72 27,537,1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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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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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66% 251,191,796 0 质押 174,000,000 

孙日贵 境内自然人 4.13% 37,500,000 37,500,000 质押 22,500,0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智臻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6% 15,957,771 0   

单秋娟 境内自然人 1.54% 14,014,9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32% 12,026,400 0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10,184,046 0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7% 9,750,262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起航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5% 9,496,200 0   

韩淑华 境内自然人 0.99% 8,963,181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0.86% 7,807,03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日贵、单秋娟均为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除此之外，

未知其他股东有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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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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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18 年，面对复杂的外部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董事会按照新三十年的战略布局，不断深化机

制改革，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加快全球市场开发，加快技术研发创新，克服了不利因素影响，顺利完成年

度经营目标。本报告期，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51.71 亿元，同比增长 7.24%；完成出口额 4.7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0.37%；实现净利润 4.35 亿元，同比增长 5.99 %，企业的运行质量、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实力达

到历史最好水平，圆满实现公司“新三十年”的良好开局。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公司一直专注于毛巾系列产品、床上用品和装饰布艺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供应、营销渠道建设和品

牌推广，报告期公司的利润构成和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战，

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强精益化管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经济继续保持平

稳健康发展。 

在国际市场开发方面，面对汇率急剧波动、中美贸易战等严峻挑战，公司仍然实现了在亚洲、欧洲、

美洲三大主销市场的逆势增长，充分体现出孚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尤其是韩国市场、东南亚市场、

澳大利亚市场保持 20%以上增长幅度，美国市场床品业务实现了 30%以上增长，有利支撑了国际市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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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在国内品牌建设方面，积极适应新的销售业态和新的营销模式，不断强化全渠道运营管理，巩固传统

市场优势，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国内市场继续保持稳步发展，孚日品牌招商工作

取得新突破， 洁玉品牌网络覆盖不断完善，礼品团购业务、KA 商超系统实现业绩较快增长，电商业务运

营质量持续提升。 

在产业升级改造方面，面对产业投资明显收缩的大环境，公司顶住资金、市场、人员等各方面压力，

投资建设了高档巾被产品全自动智能化生产项目，这个项目被列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

划，并被确定为省重大项目库优选项目。同时投资建设了污水深度处理、中水回用项目，进一步降低水资

源消耗，推动企业向集约、绿色模式发展。全部建设项目进展顺利，高质量实施，按计划推进。新项目建

成投产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完善家纺产业链，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在加强内部管理方面，2018 年是公司在内部管理上动作最大、成效最突出的一年，在产品质量、生产

效率、成本控制等许多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其中产品综合一等品率达到 98%的历史最好水平；浆

料剩余下降了 50%；以及推广的各项精益化生产项目也取得了显著效益。这些改善，为企业高质量运行提

供了有力保障。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业链条完整，竞争优势突出。拥有从产品研发设计、纺纱、织造、印染、整理、包装、物流到

全球贸易的完整生产链条，搭建起棉纺、毛巾、床上用品、装饰布艺以及配套热电厂、自来水厂等产业链

群，生产技术装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可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各种高档次、高价值订单的生产需求。 

2、产品质量稳定，企业信誉可靠。公司把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长期形

成了精益求精、细致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管理体系，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制定了严密完善的质量保证措

施。同时凭借重信守诺的良好信誉，赢得了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保证了公司与客户稳定的合作关系，无

论市场怎样变化，企业始终保持着充足的订单和满负荷生产。 

3、市场布局合理，优势地位稳固。公司积极推进全球贸易，在日本、美国、欧盟、中国以及澳大利

亚、中东等主销市场保持着优势市场地位，拥有较强的溢价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话语权。 

4、运营机制灵活，市场反应灵敏。公司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形成了市场与生产紧密结合、反应速度

最快的产销一体化运营机制，能够将市场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反馈到生产工厂，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灵敏度

和反应速度，在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多品种、小批量、快交货的市场形势。 

５、研发能力较强，创新效果明显。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是中国家纺行业新型纤维开发应用推广基地，2018 年获得了国家工信部“中国工业大奖提名奖”、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贡献奖，主持和参与起草了毛巾国家标准、精品纯棉毛巾团体标准等国家和行业标

准的制定，推出了高支无捻雪绒花毛巾等数十项创新性新产品和国家专利产品，形成了较强的创新发展能

力。 

四、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未来几年，行业运行既面临重要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世界经济有

望逐步进入复苏轨道，特别是随着行业洗牌加剧，行业更加集中，优质订单、附加值高的订单向优势企业

集聚更为明显，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发国际市场，巩固市场优势地位，保持企业满负荷运转。从国内经济

来看，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落实，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越来越大，企业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尤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理念、消费结构、消费模式正加快升级，这为家

纺品牌持续成长提供了巨大市场空间。公司近几年通过在经营机制、产品研发、内部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企业竞争优势、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显著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稳固。另一方

面，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成本上涨、贸易保护、环境约束、配额政策等外部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增

加，行业整体运行压力仍然较大。 

2、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2019 年是公司推进新战略、实现新突破的关键一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公司上下将按照董事会的

整体部署，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内部活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 

（1）推进品牌建设，深度拓展全球市场。围绕国内市场发展，公司将以自主品牌建设为主导，集中

公司的优势资源，加强品牌顶层设计，强化产品设计研发，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细分市场，精准营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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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提高国内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比重，进一步实现全球业务布局优化，降低国际

贸易风险，保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围绕国际市场发展，公司将以打造国际家纺知名品牌为目标，充

分发挥产业链优势、质量优势和信誉优势，加快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积极推进与国际研发机构合作，有计

划、有步骤地在日本、欧洲、美国市场推进品牌建设，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空间，增强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提高孚日品牌的国际形象，增强国际竞争话语权，推动企业稳步由知名企业品牌向知名产品品牌转变。 

（2）推进精益化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提高效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公司将在生产经营

全过程推进精益生产、精准管理，聚焦质量控制、研发设计、织机效率、库存转化、工艺革新、设备保养、

降本增效等关键节点，创新管理理念和运行模式，优化业务生产流程，提高企业运行质量。继续深化内部

改革，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实施制度创新，最大程度上激发活力，增强企业内生性动力。积极运用信息化

手段、互联网技术、智能化方式，不断优化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提高生产管理效率，突破人力资源

制约，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3）加快技改项目进度，尽快实现投产达效。围绕加快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重点推进高档巾被产

品全自动智能化生产项目和中水回用项目建设进度，在充分保证项目质量的基础上，确保在 2019 年五月

底投产达效，为国内外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加快技术创新，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公司运作全球市场优势，加强各类创新要素的整

合，加大创新工作力度，推动技术、产品和管理不断升级，形成孚日独特的创新发展优势。积极运用激励

机制，通过把创新成果与销售、效益挂钩，加大对突出贡献创新人才的奖励力度，充分调动员工创新积极

性，激发创新活力。重视群众性创新活动，加强创新成果推广应用，广泛引导基层员工进行技术革新和创

造发明，推动形成全员创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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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家纺行业 4,123,115,499.07 842,830,358.25 20.44% 6.14% -7.22% -2.94% 

其他行业 1,047,412,133.77 188,285,566.27 17.98% 11.79% 32.00% 2.76% 

分产品       

毛巾系列 3,443,653,974.00 773,820,192.80 22.47% 1.47% -10.26% -2.94% 

床品系列 679,461,525.50 69,010,165.45 10.16% 38.40% 49.77% 0.77% 

其他 1,047,412,134.00 188,285,566.27 17.98% 11.79% 32.00% 2.76% 

分地区       

外销 3,140,637,568.92 583,375,237.24 18.58% 7.25% -11.50% -3.93% 

内销 2,029,890,063.92 447,740,687.28 22.06% 7.20% 14.2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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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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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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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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180,000,000.00元出售其所持有高密市孚日地产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处置日为2018年11月12日。故自

2018年11月12日起，本集团不再将高密市孚日地产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北京孚日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于2018年8月14日新设成立，持股比例

100%， 从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高密市孚日净水科技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于2018年11月16日新设成立，持股比例

100%， 从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高密市银洋水业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子公司高密市孚日自来水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300万元于2018年3

月20日新设成立，持股比例100%， 从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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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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