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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0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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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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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0 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了股份 10,219,218 股，支付了回购股份金额人民

币 100,961,562.60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该回购股份金额

视同现金分红金额；同时，公司综合考虑未来资金支出计划、经营需要和股东中长期回报等因素，公司计

划 2020 年度不再进行现金分红。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兴业科技 股票代码 00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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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美莉 张亮 

办公地址 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兴业路 1 号 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兴业路 1 号 

电话 0595-68580886 0595-68580886 

电子信箱 wml@xingyeleather.com taylorz@xingyeleath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天然牛头层皮革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所处行业为皮革鞣制加工业，行业上游为畜牧业

和皮革化工行业，下游对应于皮革服饰行业、皮具箱包行业、家具行业、汽车行业等。 

公司产品主要为鞋面用皮革、包袋用皮革、军用皮革、家具用皮革以及特殊功能性皮革等。公司产品

定位于中高端领域，主要满足国内外知名品牌的需求，百丽、森达、红蜻蜓、迪桑娜、香港时代、利郎、

万里马、际华集团、康奈、奥康、宝姿、千百度等均为公司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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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安海本部、安东厂区、全资子公司瑞森皮革和兴宁皮业四大生产基地，具备年产牛头层皮近

1.5亿平方英尺的生产能力。 

（1）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销加经销的销售模式，围绕广州地区、温州地区、成都地区、同乡丹阳地区、福建地区等

国内主要皮革产品生产基地搭建销售渠道。针对大的品牌客户，公司采用直销的模式，与客户直接建立联

系，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配合其设计团队做定制化的产品研发，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公司也

采用经销商的模式探索区域市场，借助经销渠道了解市场需求和产品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挖掘有

效市场。 

（2）采购模式 

根据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结合原材料库存情况，公司物流采购中心制定年度采购计划，并根据原材

料市场的供需和价格波动情况，以及公司的销售和产品需求及时调整。公司的原材料采购分为两类：原材

料日常采购和原材料战略储备采购。其中，日常采购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采购；

当原材料的市场供求、价格等因素发生变动时，公司预测未来原材料价格走势而进行的超常规材料采购。

由于公司的采购规模大，以及采购计划灵活，在与供应商的谈判中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3）生产模式 

公司具有完整的生产体系，生产线涵盖从生牛皮到蓝湿皮革到皮胚革再到成品皮革的制革工艺全流

程。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先打样并经客户确认后，根据订单进行生产。公司按事业部制进行管理，每个

事业部都有不同风格的主打产品对接市场，新产品打样周期短、供货快能够满足下游客户订单少批量、多

批次、交期快的需求。 

（4）研发设计模式 

公司建有双重的研发体系，公司总部建有技术中心，事业部设有产品开发团队，研发信息共享、相互

配合。技术中心侧重于前沿性的开发以及皮革基础性的研究。事业部的产品开发团队，则侧重于根据市场

产品流行趋势进行开发，加强与下游客户设计师的沟通，借助技术中心的研发优势，协助下游客户进行新

产品开发。 

皮革鞣制加工业的下游是以服饰、鞋、包袋、家具为主的终端消费品行业，在信息化时代下，随着资

讯获取渠道的不断拓宽，“快时尚”的崛起；同时，随着线上销售和网红直播带货的兴起，消费品行业对

于柔性供应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消费品企业拥有品类齐全、反应更快，弹性更强的供应链就显得尤为

重要。公司作为皮革鞣制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齐全的皮革产品品类；公司的研发体系能够配合下游

企业进行定制化开发，在外观样式和功能性等方面，帮助下游企业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公司按事业

部进行管理可以有效满足下游企业多批次、小批量、交期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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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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460,440,505.08 1,587,100,991.37 -7.98% 1,806,797,33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5,537,730.38 118,024,529.84 -2.11% 115,740,21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451,065.20 114,525,937.03 -10.54% 104,918,268.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9,252,491.64 43,065,583.91 316.23% 385,110,750.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10 0.3907 0.08% 0.38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10 0.3907 0.08% 0.38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8% 5.14% 增加0.14个百分点 4.9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089,073,627.58 2,975,434,180.40 3.82% 2,964,258,36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32,531,117.02 2,301,711,673.45 -7.35% 2,315,553,9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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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97,695.61 299,089,508.12 422,961,117.45 607,892,18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085,678.08 7,177,086.03 43,362,358.76 70,083,96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07,110.89 1,209,050.54 42,358,773.43 66,590,35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631,192.96 63,553,287.34 46,415,875.90 120,914,5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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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年度审计根据 2021 年 1 月 27 日财政部、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严格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加强企业 202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21）2 号）的规定，将公司购买的结

构性存款从“货币资金”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将结构性存款到期产生的利息收入从“财务费用”调整至

“投资收益”项目，并将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导致分季度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财务指标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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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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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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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4% 84,744,000  质押 32,000,000 

吴国仕 境内自然人 15.22% 44,426,886  质押 27,420,000 

石河子恒大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8% 31,464,000    

荣通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9% 21,288,400    

华佳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5% 11,230,800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1.42% 4,130,658    

吴美莉 境内自然人 1.30% 3,794,656 2,845,992   

施海渤 境内自然人 0.76% 2,219,4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4% 1,286,300    

北京盛荣基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1,1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河子恒大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吴国仕、吴美莉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 20,0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4,744,000 股。王宏

坚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123,358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7,300 股。北京盛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1,170,0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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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受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我国

迅速应对，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的控制了疫情蔓延。上半年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人们

减少聚集和流动等原因，导致全行业复工复产进度缓慢、下游行业终端销售严重下滑，进而影响了公司所

在的皮革鞣制加工业的销售。下半年，由于疫情在国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以及国家各项刺激经济措施的出

台与实施，国内经济开始复苏，终端消费有所恢复；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扩散严重，大部分海

外订单开始回流。面对外部情况的变化，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在做好防疫工作，确保安全生产的同时，

调整经营策略，控制成本，提高单位人员效益，通过全面收集整理市场信息，研判市场方向及产品需求的

特性，有针对性的早作部署。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6,044.05万元，同比下降7.98%，实现净利润

11,553.77万元，同比下降2.11%，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量额17,925.25万元，同比上升316.23%。 

（1）响应防疫部署，顺利复工复产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公司坚决落实政府有关部署和要求，加强疫情防控，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公司

成立专项防控领导小组，落实政府的防疫政策。强化部门联动，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监控全体员工状

态并记录在案，储备防疫物资，确保保障防护到位。公司于2月11日正式复工复产，鉴于公司防控措施布

置得当和有效执行，复工后未发生人员感染事件，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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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出技术和服务，转变营销模式 

面对下游市场产品向个性化、时尚化、功能化的转变，公司营销中心有计划地调整客户结构和产品结

构，主动放弃部分低附加值产品，深度挖掘有潜力、开发能力强、产品设计有特色的客户。对客户结构进

行优化，结合客户的产品定位，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团队，从原先的单一销售皮革转变为根据客户需求提

供整体的天然皮革材料解决方案，以技术和服务作为切入点，与客户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巩固和发展

直销客户的同时，通过引入区域独家经销模式，借助经销渠道深入探索市场，提高公司品牌的区域影响力，

充分发掘市场潜力。 

（3）新项目部进展顺利，有效扩充产品品类 

2020年，公司沙发项目部凭借着公司长期的技术积累与沉淀，按照客户的要求快速研发新产品，并有

效地组织生产，实现按期交付，成立首年便取得了良好业绩，为公司后续在家具用皮革市场的进一步深耕

奠定基础。 

（4）双重研发体系，技术引领市场 

为维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满足客户由于快时尚兴起，对新产品快研发周期和高频次的需求，公司总

部设有技术中心，围绕皮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重大关键性、基础性和共性问题进行研究，指导制革工艺改

善，促进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同时，各事业部均组建有产品开发团队，主要利用收集的市场信息，根据

下游客户需求开发并且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双重研发体系信息共享、相互配合，分别从行业端新

技术、新工艺的创新、新材料的应用，以及产品端时尚性、舒适性、功能性的改善，共同推进科研成果转

化，通过技术研发引领公司发展。 

报告期内，为激发技术团队的创新，打造公司在客户群体中的产品记忆点，公司制定了“新产品开发

奖惩评比体系”，以内部制革技术专家盲评的模式进行严选，评审指标以产品风格、手感、颜色、功能等

为主要评审指标。通过评选涌现出一批广受客户好评的爆品，如纳米 5#、白雪 1#、油蜡小牛等产品，提

升了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5）事业部管理，响应市场需求 

公司实行事业部管理，对各事业部总经理充分授权，减少管理层级，加快市场反应速度，以满足客户

订单多批次、小批量、多种类，柔性化供应的需求，同时根据每个事业部的需求配置资源，充分激发事业

部的灵活性。 

实行事业部总经理负责制后，有效的提高了各事业部的生产流程管控、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水平，在

上下道生产工序互相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断完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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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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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牛皮革 1,414,451,470.74 139,057,815.44 19.61% -8.56% 12.17% 
增加 3.81 个百

分点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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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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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集

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集团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

定条件时，本集团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

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集团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

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预收

款项等。  

本集团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

资产列示。本集团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本集团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

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

入合同资产；本集团将已与客户签署购销合同的预

收货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其中包含的增值税重分

合同负债 7,405,339.27 

其他流动负债 824,753.64 

预收款项 -8,230,0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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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12月31日 

合同负债 6,882,508.59 

其他流动负债 850,331.93 

预收款项 -7,732,840.52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度 

营业成本 3,341,470.11 

销售费用 -3,341,470.11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年度，本集团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③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8,230,092.91    -8,230,092.91 

合同负债  7,405,339.27 7,405,339.27 

其他流动负债 20,798,229.26 21,622,982.90 824,753.6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6,542,042.83                -6,542,042.83 

合同负债   5,789,418.43 5,789,418.43 

其他流动负债    9,904,029.26   10,656,653.66  752,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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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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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华春 

2021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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