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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ST 步森                            公告编号：2020-063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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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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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步森 股票代码 00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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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优 潘闪闪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 9 号赞成中

心 17 楼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 9 号赞成中

心 17 楼 

电话 （0571）87837827 （0571）87837827 

电子信箱 zhangy@busen.cn panss@busen.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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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4,692,029.62 180,707,847.88 -1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684,578.70 -4,316,769.08 -79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121,817.03 -7,698,689.19 -55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58,275.37 -40,487,152.45 86.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03 -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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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03 -8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0% -1.46% -728.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71,073,830.29 616,300,769.61 -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0,272,941.18 338,957,519.88 -11.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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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恒正

科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0% 22,400,000  质押 21,333,760 

上海睿鸷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3.86% 19,400,000  冻结 19,400,000 

孟祥龙 境内自然人 4.31% 6,040,000    

张旭 境内自然人 3.67% 5,140,000    

王文霞 境外自然人 3.08% 4,313,400    

重庆信三威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昌盛

十一号私募基

金 

其他 2.92% 4,085,700    

陈菲金 境内自然人 2.74% 3,839,790    

步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6% 3,725,000    

马文奇 境内自然人 1.94% 2,720,000  质押 2,720,000 

#张星亮 境内自然人 1.52% 2,12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春江先生与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签署了《投票权委托协议》，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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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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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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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469.2万元，同比减少19.93%，净利润-3,868.46万元，同比减少796.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012.18万元，同比减少551.04%。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较大，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受损严重，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降幅较大。 

为改善目前经营困境，公司将继续强化在男装服饰业务的资源和竞争优势，加快推进服装销售渠道的

改革和创新，打通线上线下销售环节，实现线上线下接轨，大力发展新零售业务。2020年初突然爆发的新
冠肺炎疫情，给服装行业的整体经营产生了不利影响，公司也未能幸免，但公司第一时间对业务进行调整，

积极响应国家对防疫物资所需，为缓解医疗资源的紧缺，通过扩建和改造部分产能用于生产隔离衣等防疫

物资。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进一步优化调整组织架构，加快引进先进人才，借助实际控制人王春江的产业

背景，谋求金融科技及其他业务与发展方向，增厚公司利润。同时从资金使用效率及内部控制规范等多方
对上述纲要的实施予以保障。公司还将加强战略规划的评估，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优化调整，保证规

划与时俱进，切实发挥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以期实现公司经营业绩的有效增长，以更大的公司价值来回

报全体股东和全体员工。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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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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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

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

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

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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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在原合并

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2）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

进行了调整。 

（3）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

的现金”等行项目。 

2、修订的新收入准则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
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

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

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3、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内容 

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

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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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将金融

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

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

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

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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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本公司新设立两个子公司： 

1）2020年6月19日本公司新设立子公司绍兴森步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100%。 

2）2020年6月19日本公司新设立子公司杭州仕肯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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