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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7                            证券简称：乔治白                            公告编号：2020-021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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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白 股票代码 00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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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匡笔 孔令活 

办公地址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 号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 号 

电话 0577-63722222 0577-63722222 

电子信箱 wukuangbi@giuseppe.cn qzbd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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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43,120.00 501,310,647.13 -1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41,660.81 54,466,201.02 -3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335,143.60 51,298,454.64 -3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290,102.10 -120,742,958.2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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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4% 4.8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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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733,271.86 1,654,276,476.37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8,541,480.29 1,131,299,819.48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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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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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方燃 境内自然人 13.52% 47,310,000 35,482,500   

钱少芝 境内自然人 10.54% 36,905,000    

陈永霞 境内自然人 7.34% 25,690,000 19,267,500   

傅少明 境内自然人 4.87% 17,061,100    

池也 境内自然人 2.86% 10,000,000 7,500,000   

秦皇岛宏兴

钢铁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 6,746,900    

金瑞平 境内自然人 1.92% 6,715,700    

陈明霞 境内自然人 1.35% 4,720,000    

曾鸿志 境内自然人 1.04% 3,654,005    

许磊 境内自然人 0.90% 3,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池方燃、陈永霞和池也，其中，池方燃与陈永霞为夫妻关系；池也

为池方燃与陈永霞的女儿；陈明霞与陈永霞为姐妹关系。傅少明与钱少芝为夫妻关系。

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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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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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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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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对社会经济各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公司在

董事会的领导下，坚定战略定力，第一要务在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同时，积极创新营

销拓展市场，切实加强风险防范，积极消化政策的冲击，在危机中育新机；此外，新冠肺炎

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下行压力，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且复杂，应做好较长时

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努力确保企业经营实现稳中求进。在这样的环

境下，本报告期，公司实现了营收4.21亿元，同比下降15.89%，扣非净利润3331.28万元，同

比下降35.06%。其中，职业装营业收入4.75亿元，下降13.02%。总体上看，公司业务规模有

所下降，但资产质量良好，现金流充裕，财务状况稳定。 

在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在主营业务上依然秉承董事会提出的“专注就是力量”的精神，

坚持职业装为主，主要在原有营销网络上深耕拓展客户，在维护现有老客户的同时积极开拓

新客户，提高市场占有率。 

校服行业受到冲击，因疫情防控需要，很多学校停课，开通网上教学，市场难度加大，

值此间隙，公司加强校服营销队伍的建设，积极为下半年的校服旺季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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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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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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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平阳缘溪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浙江乔治白生活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25亿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额为7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60%；平阳缘溪行认缴出资额为5000万元，占比40%。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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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上海乔治白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乔治白 100.00  

2 上海职尚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职尚设计 51.00  

3 河南乔治白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乔治白 100.00  

4 云南乔治白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乔治白 100.00  

5 浙江乔治白校服有限公司 乔治白校服 40.00  

6 浙江乔治白生活管理有限公司 乔治白生活 60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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