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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4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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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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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斯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4 

股票上市交易所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郗惠宁 徐亚平 

办公地址 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 

电话 03175090055 03175090055 

电子信箱 huasi@huasigufen.com huasi@huasiguf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华斯股份自主品牌“怡嘉琦”以“奢华、典雅、独特、时尚”为主题，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中国名牌”和“中国真皮标志”等荣誉称号。同时，与国内外一、二线品牌成为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在设计研发、生产制作、流行趋势的引领等方面保持深度合作，不断提

升主营业务的竞争力。除此之外，公司服务行业，搭建平台—引领行业发展。 

公司为推动传统裘皮产业转型升级，华斯为整个行业的前、中、后产业链条搭建综合的

服务平台，带领整个裘皮行业积极的向前发展。 

（一）前端：搭建国外水貂良种繁育平台—带动源头养殖业的发展 

为改善中国水貂品种，帮助国内养殖户引进国际优良水貂品种，公司通过收购丹麦种貂

农场，作为优良育种基地，整合丹麦养殖厂的资源，为国内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引进最优质貂

种资源。 

（二）中端：建立国内最大的毛皮原料交易平台—带动中间环节原材料交易的发展，最

终实现毛皮拍卖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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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斯的中国肃宁国际毛皮交易中心，为毛皮从业者提供熟皮原材料交易平台；裘皮产业

孵化中心，打造生皮干板交易的平台，生皮和熟皮两个交易平台的相互配合，加之与国际毛

皮拍卖行的合作，从而逐步建立国内的毛皮拍卖行。 

（三）后端：华斯裘皮小镇—打造综合的行业服务平台 

 

  小镇已经建成华斯国际裘皮城AB座，电商孵化园区、华斯风尚中心以及相应生产生活配

套设施。 

在小镇的带动下，使得当地裘皮服装的发展在整个裘皮服装市场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 

（四）研发设计 

     公司注重设计研发，建有行业内唯一的省级裘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研发设计中心，

设计研发工作室3个，为了加强公司的技术新实力，丰富产品种类，强化市场占有率，公司致

力于裘皮硝染裘皮服装服饰产品的，增强公司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提高公司在国内同行业

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促进公司产品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2019年度公司实施研发项目6项，分别是3D印花裘皮面料制衣研究；貂皮节能氨氮见减

排工艺研究；貂皮真空鞣制技术工艺研究；细杂毛皮染整清洁工艺研究；毛皮加工清洁生产

的白色鞣制工艺研究；浸灰脱毛制革湿加工工艺研究。目前公司拥有专利24个。 

    公司在未来三到五年，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运用，掌握

行业领先技术，积极探讨裘皮与时装的完美结合，增强行业竞争力，抢占行业制高点，做强、

做大行业，成为具有技术领先和核心竞争优势的科创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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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77,180,890.26 501,372,545.93 -4.83% 633,958,37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89,774.02 16,865,311.45 0.15% -75,446,52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38,931.67 45,580.65 20,608.20% -82,886,03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755,682.89 -200,413,922.92 21.78% 225,360,496.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5 0.0437 1.83% -0.1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5 0.0437 1.83% -0.1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0.88% 0.01% -3.8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537,326,536.18 2,562,789,231.73 -0.99% 2,666,630,22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3,534,099.42 1,929,900,432.57 -1.88% 1,912,459,057.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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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1,639,285.86 134,796,133.77 76,420,274.70 164,325,19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3,574.50 9,416,742.58 147,592.77 4,681,86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4,913.36 8,411,890.28 -1,268,713.97 1,520,84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79,893.72 -126,914,066.10 -75,552,106.89 94,990,3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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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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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国英 境内自然人 31.31% 120,720,374 90,540,281   

上海纺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6,581,354 0   

卫光磊 境内自然人 1.45% 5,573,116 0   

贺树峰 境内自然人 1.67% 4,914,000 0   

贺增党 境内自然人 0.53% 2,062,604 0   

郑志华 境内自然人 0.52% 2,000,011 0   

北京海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海燕定向战

略 3 号私募基

金 

其他 0.43% 1,650,800 0   

李鹏 境内自然人 0.40% 1,536,848 0   

肃宁县华德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6% 1,402,294 0   

赵乱子 境内自然人 0.30% 1,161,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贺国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贺树峰是贺国英的堂弟，构成关联关系。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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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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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董事会

确定的年度战略经营目标，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努力调整业务结构、加快技术创新，

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企业文化稳步推进，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继续增强。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77,180,890.26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83%；实现利润总额

18,462,554.28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889,774.02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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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皮皮张 62,679,511.59 -3,821,633.67 -6.10% 3.61% -231.50% -10.90% 

裘皮服装 199,379,997.32 62,801,810.28 31.50% -18.12% -15.69% 0.91% 

时装 23,816,226.93 8,076,782.45 39.10% 35.14% 54.27%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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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费 35,613,737.74 8,656,205.27 24.31% -35.34% -44.77%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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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批通过 

 

（1） 

本公司自2019 年6 月10 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自2019 年6 月17 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批通过 

 

 

（2） 

会计政策说明：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详见附注四。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

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2、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和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19 年6 月10 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 年6 月17 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

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2019年1月1日

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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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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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17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肃宁县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南

裘皮城”）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5.50 85.50 

北京华斯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服装

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北华斯生活购物广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斯广场”）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肃宁县尚村毛皮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

村拍卖”）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5.00 95.00 

河北华源服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沧州市华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华卓投资”）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9.99 99.99 

肃宁县华斯易优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斯易优” 

控股子公司 一级 60.00 60.00 

沧州市华惠毛皮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

州华惠）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锐岭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Pround city enterprises LTD（香港锐城企业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00 80.00 

Mark Farming ApS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Proud city (Denmark) Agri ApS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Proud city (Denmark) ApS 控股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SIA VELVET MINK A 控股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Proud City Enterprises Latvia 控股子公司 五级 100.00 100.00 

河北华斯裘皮小镇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北京华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河北华斯裘皮小镇实业有限公司 新设投资 

北京华斯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投资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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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1,500 至 -7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64.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全球范围内疫情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产业链复工延迟，国内外业务暂停

或延期，对公司销售产生一定影响，以至于一季度的收入和利润出现下滑，

对一季度业绩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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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签字）：              

                                  贺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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