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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6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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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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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杰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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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栩 彭芹芹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华街 21 号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华街 21 号 

电话 0579-85920903 0579-85920903 

电子信箱 xliu@bangjie.cn qqpeng@bangji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 公司所处行业面临的宏观环境、市场环境、行业发展以及所处行业周期等外部因素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及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

属行业为“纺织服装、服饰业”。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2,912.2亿美元，同比增长9.6%，其中纺织品

出口1,538.4亿美元，同比增长29.2%；服装出口1,373.8亿美元，同比下降6.4%。报告期内，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顶住疫情等带

来的压力，连续多个月份实现出口增长，其中纺织品自4月以来连续9个月实现增长，服装自8月后实现逆转，连续5个月实现

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0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590亿元，同比增长14.8%，其中穿着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5.8%。报告期内，公司出口业务实现业务收入45,196.99万元，同比增长11.68%；公司内销业务实现收入17,366.14万

元，同比下降11.48%。 

    公司所属的无缝服装行业是纺织服装行业下的一个细分行业，较其他传统纺织服装企业自动化程度更高、产品附加值更

高。无缝服装产品以其贴体舒适性、功能性、时尚性等特点获得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全球范围内无缝服装的消费需求增长推

动无缝服装行业快速发展。经过多年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无缝服装行业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愈加激

烈、国际市场需求回升乏力、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对我国无缝服装行业及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管理运营模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中美贸易摩擦及国际产能转移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无缝服

装产业传统优势有所弱化，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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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专注从事无缝服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二十余年，具备较强的研发设计能力、规模化生产能力和快速供货能

力，是国内无缝服装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无缝服装产业链中重要的产品供应商和应用技术开发商之一。随着我国年轻

一代正逐渐成为消费主体，其对服装修身性、时尚性，面料新颖性、功能性的追求，也使得无缝服装在青年客户群中更易得

到认可。公司顺应消费趋势和国内市场变化，深入挖掘客户需求，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公司无缝服装产品以出口为主，产品

出口面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市场集中在欧美国家和地区。无缝服装行业的生产和销售受进口国国民经济景气和可支

配收入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征，但除个别高档奢侈品牌外，大部分无缝服装均属于基本生活消费品，总

体上周期性特征较弱。 

    报告期内，国家及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对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渡过疫情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未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报告期内，国外疫情形势较为严峻，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不利，海外部分纺织服装订单回流国内。

对此，公司密切关注海外市场变化，充分利用国内疫情有效防控，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带来的机遇以及国内产业链配套成熟等

条件和优势，努力争取更多订单，降低国外疫情发展给公司出口业务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公司积极应对国际贸易局势波

动、市场竞争加剧和服装外贸出口下降、汇率变动等各种不利因素，加强研发投入，增加产品附加值，稳步推进工厂智能化

和信息化建设，提高运营效率，严控经营风险，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不断探索适合公司的业务模式，保障公司主营业务进一

步发展。 

    (二) 公司主要产品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无缝服装业务仍为核心业务，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下属棒杰针织、棒杰商贸、姗娥针织、厚

杰服装、法维诗公司等子公司从事无缝服装的设计、研发、生产和营销，主要产品是无缝服装，产品种类丰富、结构完善，

包括内衣系列产品、套装系列产品、休闲服饰产品、运动服饰产品等多个系列产品。无缝服装产品具有舒适自然、时尚、无

束缚感等优点，主要应用于基础内衣、运动户外装（如沙滩装、专用运动装、户外旅游装等）、休闲装（如家庭装、睡衣等）、

时装（如青春装、城市装等）、医疗保健专用装等领域。 

    从产业链方面来看，公司处于纺织服装产业链中下游，主要以ODM/OEM的模式为全球客户提供无缝服装的开发设计和

生产制造服务。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公司已经建立起从研发设计、样品确认到生产、销售一条完整成熟的生产营销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无缝服装业务根据市场发展趋势积极探索电商发展方向，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 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部门主要负责无缝服装产品与技术研发、生产工艺准备与指导等工作。公司注重自主研发相关工作的同时，保

持与国内相关科研院校、专家进行合作交流，加强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2、 采购模式 

    公司已经与行业内知名企业建立较为密切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供应商考核体系。公司采购部门根据

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等要求统一采购原辅材料，根据考核结果择优选择供应商进行采购，同时基于控制采购价格与维持合理

库存两大目标确定采购量。 

    3、 生产模式 

    公司无缝服装产品以依靠自有厂房、设备、工人和技术自行组织生产为主，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生产部门接到

营销部门下达的订单后，按照订单需求及时排期组织生产、检验并交货。公司积极推进智能化和信息化生产建设，保障产品

从打样、织造、后整理、缝制到包装、入库等环节高效有序地开展，并由品质管理人员和跟单人员及时跟踪反馈，保障产品

质量、交期，不断提高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 

    4、 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主要分内销和外销，其中内销包括直接销售给采购商、品牌商等国内客户和通过外贸商销售给国外客

户，外销主要承接国外品牌商、零售商及采购商等客户的外贸订单。报告期内，法维诗公司开拓线上销售渠道，尝试探索电

商发展方向。 

    (三) 可能面对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详见本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之“（四）可能面对的风险及应对措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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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631,302.42 600,896,507.81 4.12% 415,512,90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63,584.17 38,054,797.15 62.04% 18,146,39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970,709.88 23,312,510.77 118.64% 12,202,07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137,485.74 58,997,269.73 107.02% 23,856,7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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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8 62.50%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8 62.5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3% 5.46% 3.07% 2.6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19,266,372.73 957,436,866.25 6.46% 972,043,46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8,833,594.70 686,862,294.45 10.48% 685,932,3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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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69,670.14 116,118,252.77 183,170,181.73 225,973,19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97,231.63 17,422,980.09 21,703,548.30 10,139,82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61,669.16 15,207,897.81 18,420,913.54 5,980,22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84,237.78 -17,758,478.74 36,460,394.59 64,751,3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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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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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建伟 境内自然人 21.17% 97,237,969 72,928,477 质押 50,000,000 

陶建锋 境内自然人 8.81% 40,446,678 0   

浙江点创先行

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23% 33,220,932 0   

金韫之 境内自然人 7.06% 32,412,656 0   

陶士青 境内自然人 4.31% 19,796,400 0   

洛克化学（深

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1% 3,729,180 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77% 3,524,08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2% 3,316,320 0   

周益成 境内自然人 0.72% 3,287,200 0   

上海迎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绿洲 11

其他 0.66% 3,035,4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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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陶建伟、陶士青和金韫之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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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浙江点创先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70,932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0,950,000 股，共计持有 33,220,932 股；股东上海迎水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绿洲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3,035,499 股，共计持有 3,03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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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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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压力骤然加大，我国服装出口下降明显。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

我国服装企业快速反应，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复市，整个行业基本保持了稳定恢复的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指导下，

公司经营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通过加强研发创新以及进行智能化工厂建设，保障产品质量和交期，同时紧抓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好转带来的机遇，巩固与现有优质客户合作，争取更多订单，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进一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5,631,302.42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12%，营业成本446,080,016.1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1%，实现营业利润77,048,933.8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663,584.17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62.04%，研发投入19,275,843.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6%，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22,137,485.74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07.0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 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报告期内，为实现公司转型发展，进一步提升主营业务竞争力，公司拟以所持有的除

库存股外的全部资产、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深圳市华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华付信息51%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2020年9月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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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相关议案。2020年9月15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20]第10号）。公司于2020年9月30日对重组问询函进行了回复

并对《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2020年12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2020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20]第15号）。鉴于重组问询函涉及内容较多，相关事项

尚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截至本报告日，公司正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重组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核查，公司将尽

快完成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正在推进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相关部门批准，能否取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深化合作力度，巩固营销渠道。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带来的机遇，加深与优质客户的合作力

度，为客户提供新产品研发、物流运输到店、快反柔性等多元化、高品质服务，争取更多订单。同时通过市场调研、参加国

内外专业展会等多种渠道不断开发新市场和潜在客户，努力应对市场快速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和

不利影响。根据疫情防控形势下电商发展形势，法维诗公司积极探索电商发展方向，拓宽营销渠道。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

入实现了稳步增长。 

    3、加强研发投入。公司重视自主研发工作及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开发中高端及差异化产品，

提升产品品质和客户体验。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19,275,843.9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6%。 

    4、 推进生产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公司顺应生产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在注重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的同时，重视生产

信息化、智能化。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及时推进复工复产，保障订单出货。公司持续推进并优化

相关信息系统建设，加强生产集中管控，控制生产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公司应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

能力，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和信息化水平，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不断优化业务架构，有序推进转型升级工作。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实施业务板块专

业化管理，公司对部分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与优化。公司有序推进业务分类下沉工作，逐步推进棒杰针织经营业务开展，积

极推进姗娥针织“年染整加工7,500吨服装产品扩建项目”进程。 

    6、 加强集团化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全面贯彻落实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积极进行合规性建设，规范三会运作

机制，强化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和外部信息披露机制，进一步明确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定位和权责关系，提升公司集团化职能

管理水平。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2020年6月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相关工作，并选举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完善了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保障了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7、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企业凝聚力。公司持续引进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等专业人才，建立各级人才梯队，加

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公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报告期内组织开展了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培训、员工集体生日会、员工岗

位技能竞赛等一系列企业文化活动，丰富了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凝聚了企业发展力量。 

    2021年度，公司将不断加强战略规划、提升品牌价值，完善内控建设、严控经营风险、储备技术人才，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保持企业发展后劲，巩固在无缝服装行业的领军企业地位。同时，公司将继续借助资本市场的各项资源拓展业务范围，

有序推进转型工作，积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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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工业 531,238,514.50 372,411,239.39 29.90% 6.98% 1.00% 4.15% 

贸易 72,997,428.12 60,756,176.04 16.77% 67.19% 70.68%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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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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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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中的“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29、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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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注销了义乌市东翔纸箱有限公司、义乌市伟隆包纱有限公司、上海棒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威猛空天（北京）防御

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本期新设了义乌棒杰置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法维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建伟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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