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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时尚                   公告编号：2020-16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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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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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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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402,5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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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色纺纱供应商和制造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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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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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线方面，公司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行国内外平衡的产能布局，2019年形成189万锭，年产25万吨新型纱线的生

产体系，生产基地覆盖中国东部和新疆、越南等地。公司通过产业链协同，统筹市场及订单信息，制定“点（产地）对点（客

户）”的供应链计划，分区域、分工厂、分生产线进行规模化定制，公司坚持以客户为本，品质至上，以趋势为方向，通过

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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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5,886,871,683

.43 
14,307,433,720

.22 
14,307,464,898

.22 
11.04% 

12,596,539,031
.75 

12,596,539,031
.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02,294,451.12 751,781,446.52 746,980,716.48 -46.14% 677,376,240.73 677,376,24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365,361.62 314,143,765.20 309,343,035.16 -83.40% 407,197,137.04 407,197,13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92,922,477.

41 

-485,799,889.2

2 

-481,069,354.5

0 
不适用 

-1,320,866,636.

34 

-1,320,866,636.

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50 0.50 -46.00% 0.69 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50 0.50 -46.00% 0.69 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7% 10.82% 10.82% -4.75% 11.05% 11.0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8,335,875,515

.57 

18,462,322,828

.79 

18,535,408,458

.26 
-1.08% 

16,031,151,627

.41 

16,031,151,627

.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300,744,089.
76 

6,923,921,461.
38 

6,982,950,451.
99 

-9.77% 
6,883,084,099.

06 
6,883,084,099.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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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3,634,310,612.28 3,714,356,002.86 3,711,824,158.98 4,826,380,90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109,185.23 179,385,465.59 55,761,020.87 -4,961,22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338,272.75 120,677,966.22 -177,391,775.69 18,740,89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85,815.63 494,168,204.15 1,024,800,839.03 336,367,6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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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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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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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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78% 27,119,969 0   

上海景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熙－长阳 9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7% 26,85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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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安达基金－南京银行－厦门国际信托－财富

共赢 16 号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6% 23,77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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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安徽飞亚纺织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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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存在内外市场需求放缓、贸易环境更趋复杂、综合

成本持续提升等多重压力，在上述客观因素的影响下，纺织服装行业受到较大冲击。公司在报告期内依然坚持做强主业，加

快共享产业，完善全面经营，继续实施网链战略。受客观经营环境影响，公司产销平衡压力加大，2019年度经营增长速度有

所放缓，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8.8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0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4.02亿元，较去年同期

下降46.14%。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国内外消费需求下滑，加之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纺织服装

行业依然面临艰巨考验。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实行“坚持主业，共享产业”的发展战略，在稳健发展纱线主业的同时，深化推进前端网链，加速发

展后端网链，着力抓好综合经营。 

主营纱线业务加强产品创新力度，拓展市场空间。公司将围绕功能科技、时尚快反、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产品

创新，合理组合产品结构，结合市场与客户细分拓展市场空间；公司将继续实行集聚运营的策略，创新运营模式，优化标准

品运营模式与快反品运营模式，实现降本增效。 

继续发展网链业务，发力共享产业。在保证规模稳健成长的同时，深化拓展网链业务的商业模式。 

加强产业协同。针对产业链垂直整合、强势崛起的态势，公司将做好主营纱线业务与前后端网链的协同运作，体现协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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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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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会计政策变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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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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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鼓励企业提前执行，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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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金融工具

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

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列报格式变更及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对本公司的汇总影响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计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小计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3,172,658.90 -43,172,658.90  -43,172,658.90 

 

交易性金融资产  43,172,658.90  43,172,658.90 43,172,6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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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195,030,000.00 -195,030,000.00  -195,03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5,030,000.00  195,030,000.00 195,03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7,783,921.20 -97,783,921.20  -97,783,921.2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7,783,921.20  97,783,921.20 97,783,921.20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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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阿瓦提银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库车银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沙雅银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新和银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库车县纵横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库车县恒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呼图壁县宏盛棉业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新疆华孚恒丰棉业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奎屯锦孚棉业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华孚创新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设立 

乌什县阿大纺织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石河子宏盛棉业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香港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浙江博忆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浙江双琪进出口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浙江诸暨科宁投资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新疆科宁针纺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诸暨广昊纺织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诸暨市力旗化纤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柯坪县阿大纺织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浙江阿大贸易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杭州华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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