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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时尚                公告编号：2021-19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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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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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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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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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x@e-huaf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营收同比下降10.46%，归母净利润亏损4.44亿元。 

受疫情和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制裁的双重影响，主导公司营收下降、经营亏损，同时棉价下跌、人民币升值的汇兑损失、

结构调整增加成本，也是相关因素。 

公司积极推进数智化升级，调整产品与市场结构，抓住中国市场规模扩大、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深耕国内市场，积极

构建基于内循环的国内市场供应链，经过不懈努力，公司接单已于四季度逐步恢复正常，业绩改善将在次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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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前端网链，发展后端网链，强化

综合经营。 

主营纱线业务将继续加大国内市场的开发与拓展，积极与头部品牌、电商和专业市场合作，构建内循环供应链；持续产

品创新，提升新产品开发比例；优化运营生产模式，提升生产与经营效率。 

继续发展网链业务，发力共享产业。继续深化棉花数智互联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数智化纺纱工厂建设步伐，启动阿大袜

业创新、供应链互联平台建设，加快时尚总部建设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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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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4,231,727,949.61 15,886,871,683.43 -10.42% 14,307,464,89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230,430.81 402,294,451.12 -210.42% 746,980,71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4,531,371.57 51,365,361.62 -1,568.95% 309,343,035.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8,351,709.37 1,892,922,477.41 -56.24% -481,069,35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7 -214.81% 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7 -214.81% 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1% 6.07% -13.38% 10.8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7,610,075,576.16 18,335,875,515.57 -3.96% 18,535,408,45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22,219,847.15 6,300,744,089.76 -10.77% 6,982,950,4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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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6,051,643.44 3,249,806,807.47 3,103,105,322.66 5,572,764,17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41,948.56 -159,008,608.81 -54,251,122.67 -200,528,75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231,832.91 -234,200,155.00 -106,333,512.16 -345,765,87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254,214.61 165,379,597.16 806,421,989.53 -518,704,0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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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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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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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其他 6.12% 92,97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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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荣基金－深圳市前海富银城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富荣卓越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77% 26,92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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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25,921,002 0   

王芳 境内自然人 1.43% 21,6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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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20,86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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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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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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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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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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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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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棉纺行业（主营

业务） 
14,158,200,038.62 13,983,795,130.81 1.23% -10.46% -4.34% -6.32% 

分产品 

纱线 5,707,902,748.40 5,624,699,295.33 1.46% -20.25% -10.37% -10.86% 

网链 8,300,722,791.30 8,234,718,913.78 0.80% -3.55% -0.83% -2.72% 

袜制品 149,574,498.92 124,376,921.70 16.85% 212.43% 220.28%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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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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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之前

或 2020 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

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重分类（注1） 重新计量（注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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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收款项 1,032,700,717.7
6 

-1,024,253,432.30  -1,024,253,432.30 8,447,285.46 

合同负债  936,003,983.27  936,003,983.27 936,003,983.27 

其他流动负债  88,249,449.03  88,249,449.03 88,249,449.03 

负债合计 1,032,700,717.7
6 

-  - 1,032,700,7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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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披露的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

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款项 9,381,972.58 915,900,245.54 -906,518,272.96 

合同负债 823,080,374.52  823,080,374.52 

其他流动负债 144,586,636.08 61,148,737.64 83,437,898.44 

负债合计 977,048,983.18 977,048,983.18 -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合并利润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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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金华市菁英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新设 

胡杨河华孚宏盛棉业有限公司 新设 

越南隆安英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非同控收购 

耀佳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新设  

阿克苏纺织小商品产业园有限公司 新设 

浙江恒孚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金华市菁英网红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新疆天路制造有限公司 新设 

    2.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江西华孚纺织有限公司 非同控股权转让 

缙云县孚都纺织有限公司 非同控股权转让 

浙江华孚东浩贸易有限公司 非同控股权转让 

诸暨市力旗化纤有限公司 注销 

深圳市华孚创新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销 

昌吉华孚棉花产业有限公司 注销 

柯坪县阿大纺织有限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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