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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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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64.25万元，母公司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8,298.11万元。综合考虑公司发展阶段及未来资

金需求，为了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公司本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亦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迎丰股份 60505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倪慧芳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兴滨路4888号 

电话 0575-89966200 

电子信箱 YF_yinran@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纺织品的印染加工业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化、一体化、个性化的印染综

合服务，主要包括针织面料印染和梭织面料印染两大系列。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以科技创新、

绿色环保为宗旨，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致力于建设节能环保型和智能制造型印染企业。

印染后的纺织面料广泛应用于休闲服装、运动服装和商务正装等服装制品领域。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专业从事纺织品的印染加工业务。客户需求具有较强的差异化、个性化特点，公司采用

定制化生产的经营模式。公司根据印染加工订单，合理调度企业各项资源，快速有效地组织生产，

实现采购、生产、销售各环节的有序对接和高效运行。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采购的主要为原材料和能源。 

（1）原材料采购 

公司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染料、助剂。染料采购分大宗采购和临时采购，每年公司都会根据

预计染料耗用量制定本年主要染料采购计划，并与供应商签订大宗采购合同，同时在实际生产过

程中，公司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临时采购部分特殊颜色的染料；印染助剂由公司与供应商签署框

架合同或临时订单，根据需求进行采购。 

（2）能源采购 

公司所需的能源为天然气、电、蒸汽和水。公司位于绍兴市滨海印染集聚区，柯桥区政府已

统一规划了能源配套供应渠道，公司向配套供应商就近采购。 

（3）供应商管理 

为保证原材料及时、充足供应，降低采购成本，防范采购风险，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供应

商管理机制，对供应商准入、考核、评价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原材料供应商，需经评估合格后，

方可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对进入名录的供应商，公司仍将进行持续跟踪、评估和管理。 

（4）采购结算方式 

公司与供应商之间按照合同约定方式进行结算，主要以银行承兑汇票和电汇结算为主。 

2、生产模式 

印染行业的客户需求具有较强的差异化、个性化特点，公司根据客户的坯布特点及颜色、性

能等方面的要求制定生产配方和生产工艺，采用定制化生产模式。部分月份的订单量较大，交货

期较短，现有产能不足，公司将部分技术要求较低的工序委托外单位进行加工。 



印染生产过程工艺复杂，技术参数、生产管理控制要素多，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

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近几年来，公司以建设绿色智能化印染工厂为目标，通过引进和自主开发，

建立了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将印染技术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进行集成，逐步应用

于印染生产过程中，实时记录生产过程信息，为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呈现印染计划的执行和跟踪

情况，并通过对这些数据信息的分析处理，有效指导印染生产过程，进而对从订单下达到产品完

成的整个印染过程进行优化管理，最终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3、销售模式 

（1）主要客户及获取方式 

公司客户主要为纺织品面料贸易商、纺织制成品生产企业等，客户较为分散，集中度较低。

公司主要通过销售部门主动市场推广、老客户推荐、新客户主动合作等方式获取客户信息。 

（2）销售管理 

公司拥有一支业务能力较强的销售人员队伍，实行以销售业务员为中心的销售管理制度，销

售业务员负责对销售全过程的跟踪服务。销售业务员在起始阶段负责业务承揽；生产过程负责协

调客户与公司生产部门关于生产时间、批次等事项；产品检测合格后负责通知客户验收；客户收

货后负责货款的催收；产品交付后负责客户的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 

（3）销售定价 

公司的印染加工业务分为针织面料印染和梭织面料印染两大系列。根据行业惯例，针织面料

印染按重量(公斤)来计算单位价格，即元/公斤；梭织面料印染按长度(米)来计算单位价格，即元/

米。采用两种计价方式的主要原因是：针织面料织造具有较大的弹性，长度变化较大，不适合按

长度计价；梭织面料采用经纬编织法，尺寸较为固定且弹性小，因此适合按长度计价。 

（三）行业情况 

自古至今，纺织（印染）业是民生产业，是技术和文化结合最紧密的行业之一。印染作为纺

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赋予纺织面料功能、提升纺织品档次、提高附加值的重要环节。 

我国印染行业发展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近年来，印染行业被列入国家重点技术

改造、创新驱动和环保节能的行业之一，在政策上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和科技攻关，促使我国

印染行业在质量、品种、效益等方面得到提升、改善，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印染作为高附加值

服装面料、家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等产业的重要技术支撑正在不断转变发展思路，以“科技、

时尚、绿色”为理念，以技术创新、智能制造、产品升级和节能环保为重要支撑，构建技术密集、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科技人才密集型产业，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稳步实现从传统规模数量型



行业向现代质量效益型行业的转变。 

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

任务的双重挑战下，又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不确定因素的反复叠加给我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我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在空前压力之下，彰显强劲韧性，激活创新

潜能，通过积极的创新发展举措和稳健的疫情防控措施，逐步恢复生产、稳定商户、开拓渠道、

创新模式，保障了市场的平稳运行，在第二季度实现稳定复苏，三季度实现单季度成交额正增长，

四季度全年降幅收窄至 5%以内，交出一份来之不易的答卷。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610,508,896.80 1,315,530,050.57 22.42 955,009,603.83 

营业收入 779,660,526.28 903,827,046.08 -13.74 986,582,40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0,642,486.00 113,981,934.56 -29.25 138,285,68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0,191,785.03 92,242,039.13 -13.06 133,896,6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40,116,448.11 659,473,962.11 12.23 545,492,02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2,521,459.74 137,758,652.65 -11.06 168,682,344.3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32 -31.25 0.4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32 -31.25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52 18.92 减少7.4个百分点 28.6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88,819,442.71 210,882,216.20 233,725,112.51 246,233,75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5,231.96 31,540,091.94 26,333,922.40 23,513,70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428,249.81 29,951,410.51 25,637,088.66 23,175,036.05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625,061.71 69,620,923.79 67,795,788.45 -4,270,190.7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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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5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浙宇控股有限公

司 
0 218,273,700 60.63 218,273,7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绍兴迎丰领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37,894,700 10.52 37,894,700 无 0 其他 

马越波 0 20,842,100 5.79 20,842,1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马颖波 0 20,614,700 5.73 20,614,7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傅双利 0 15,322,100 4.26 15,322,1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浙江绍兴迎丰世纪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4,210,500 3.95 14,210,500 无 0 其他 

上海旭强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9,473,700 2.63 9,473,700 无 0 其他 

浙江绍兴互赢双利投 0 9,473,700 2.63 9,473,700 无 0 其他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马漫烨 0 6,947,400 1.93 6,947,4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马雅萍 0 6,947,400 1.93 6,947,4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傅双利、马颖波系夫妻关系；马越波、马漫烨、马

雅萍系兄弟姐妹关系；马颖波与马越波、马漫烨、马雅萍系堂

兄妹、堂姐妹关系；傅双利、马颖波为浙江浙宇控股有限公司

的股东；马颖波、傅双利为绍兴迎丰领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合伙人，傅双利为领航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马颖

波为浙江绍兴迎丰世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966.05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64.25万元，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9.18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744,923.67 -744,923.67 - 

合同负债 - 659,224.49 659,224.49 

其他流动负债 - 85,699.18 85,699.18 

 

2.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双汉化工 全资子公司 100.00 

注：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动。 

 

 

 

四、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目录 
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会计

报表原件。 

备查文件目录 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字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 

备查文件目录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披露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件。 

 

 

 

 

                                                       董事长：傅双利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