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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0-039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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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集团 股票代码 00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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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瑞 徐长瑞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电话 0537-2933069 0537-2933069 

电子信箱 xuchangrui@chinaruyi.com xuchangrui@chinaruy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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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724,376.18 598,364,242.66 -1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81,610.73 50,551,392.21 -6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8,504,796.59 36,487,616.65 -1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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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326,621.64 -208,998,551.63 8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9 -6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9 -6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1.92%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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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3,863,201.23 4,888,767,224.00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0,081,680.50 2,654,972,109.7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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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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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如意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12% 60,514,665 0 

质押 60,514,665 

冻结 60,514,665 

山东如意毛

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0% 41,880,000 0 

质押 41,880,000 

冻结 1,970,000 

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4% 18,935,500 0   

金鹰基金－

浦发银行－

方正东亚信

托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5.28% 13,821,902 0   

上海航翠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7% 7,506,010 0   

山东济宁如

意进出口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4,697,800 0 

质押 4,400,000 

冻结 4,697,800 

银川弘盈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 4,521,182 0   

银川盛融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 4,521,141 0   

余良辉 境内自然人 1.15% 3,012,758 0   

上海方大投

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2,6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

东济宁如意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公司股东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86%的股权，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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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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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2,6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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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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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国内外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及生产经营也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

海外市场业务，对2020年度营业收入及回款造成不利影响。虽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年度经营战略

目标，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复工复产，降低疫情对业绩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围绕方针目标和经营计划，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

工复产，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陆续恢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确保防疫和生产“两不误”。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始终秉承技术创新为引领的总要求，坚持“高端定位，精品战略”方针，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

以技术研发为先驱，以服务型生产为支撑，充分发挥纺织智造、时尚品牌产业链协同效应，缩小产品设计和创新能力与国际

领先企业的差距，创新经营、生产、技术研发，实现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 

在疫情影响经济下行的整体形势下，公司灵活布局市场经营战略，依靠自身完整产业链，整合上下游资源，确保疫情

影响下订单的顺利交付。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重新定义市场需求，探索出口转内销的经营模式。疫情影响下，国际经营订单纷纷暂停，国际贸易人员快速转变工

作思路，针对目前在线面料及服装大货合同，与客户进行沟通梳理合同细节，维护订单的正常操作。积极寻找新的经营模式，

现货销售、服装定制业务、互联网等新模式进一步强化。 

2、深化供应链+互联网，构建全员营销体系。推进相关渠道C2M的合作，目前客户计划利用自己的流量，打造万人搭配

师平台，将搭配和营销相结合，每位搭配师兼任买手，直接对接供应链。完善自有线上平台，依托线上商城的分销模块，做

好产品规划和分佣制度，发动部门全体人员推广相关产品。通过高性价比产品、有吸引力的分佣制度以及推广活动，激发用

户分享和购买欲望，快速裂变，形成规模化订单。 

3、需求细分促进团队重组，组建全品类6大设计研发中心。精毛纺男装设计中心、科技功能职业装面料设计中心、大

型行业装服装设计中心、定制与快时尚设计中心、户外运动设计中心、精毛纺女装设计中心等分别针对不同市场不同客户人

群提供针对性服务，提高设计研发团队的市场服务口碑以及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充分发挥技术出效益的核心理念，与质量、

生产于一体，全面开展质量提升、降低消耗、优化工艺、标准化技术研究，通过设计链接需求和销售，拓宽新的设计资源和

品类，有效转化产品价值。运动化、年轻化、休闲化、功能化等新的需求，带来新的消费势能，精准洞察需求变化，布局新

一代的产品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势能。 

4、资源整合加速产品裂变，助推产品核心竞争力。整合内部资源，自主研发精毛纺商务男女装、内外穿衬衣、婚庆礼

服等系列，其中“魔法西装”的设计与研发，入围创客中国纺织服装创新创业重点项目。完善职业装六大系列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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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与服装优势重组，全面服务业务人员招标，便捷接洽各种小团装。2020年上半年联合中国羊毛局以及东华大学成立了2021

金融行业羊毛制服联盟，与深圳大浪联合发布了21/22秋冬时装秀，提升了业内认可。 

5、技术攻关助力生产质量水平提升，深入开展面料工艺研究，降低生产消耗，提升成品舒适性。信息化、专业化提升

快速推进了服装技术创新。3月份国外疫情扩散以来，极大影响后续订单的生产，全体业务人员积极寻找新的经营模式，现

货销售、服装定制业务、互联网等新模式进一步强化。全面升级智能化软件，“闪排”的布置，使得CAD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

在O2M加开高级定制客户专用渠道，便于下单清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8,872.4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8.16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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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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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亚夫 

2020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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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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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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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