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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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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麟杰 股票代码 00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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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培培 孙梦瀛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 1 号 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 1 号 

电话 010-63541462 010-63541462 

电子信箱 phu@challenge-21c.com sunmy@challenge-21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嘉麟杰成立于2001年，于2010年10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国内户外运动功能性面料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公司

在差异化、高端化、优质化的竞争策略指导下，结合行业发展态势和市场需求情况，坚持创新和研发，不断推出新产品，提

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0万亿元，比上年下降3.9%，细分类别中服装鞋帽、针纺织

品类商品零售额1.24万亿元，1-12月同比下降6.6%。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12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2,912.2亿美

元（该口径不含94章褥垫、睡袋及其他寝具），同比增长9.6%（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10.3%），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其中，

纺织品全年出口1,538.4亿美元，同比增长29.2%（以人民币计同比增长30.4%）；服装出口1,373.8亿美元，同比下降6.4%（以

人民币计同比下降6.0%）。从全年数据看，2020年纺织品出口增速明显，服装整体出口数据较2019年下滑。 

在此情况下，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迅速调整产品和经营思路。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继续主要从事传统的优势行业，

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健康防护用品新市场。 

公司传统的优势行业是中高档针织纬编功能性面料及成衣的研发，为客户提供织造染色到成衣的优质服务。主营产品有

自主研发的针织面料系列，包括以高弹纤维形成高密挡风层服装面料为代表的起绒类面料系列、以薄型保暖弹性内衣面料为

代表的纬编羊毛面料系列和以导湿保暖空气夹层服装面料为代表的运动型功能面料系列，并根据客户的需求对部分面料做进

一步精加工，以成衣的形式向全球客户销售。公司位于产业链中游。研发模式以自身研发为主，同时采取以与知名研究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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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合作的方式来研发新兴产品。日常生产经营中，公司直接向知名企业采购原材料，以科技研发为引领，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严控产品质量，全力做好精致生产，吸引优质客户。在直接销售的模式下，公司充分发挥近年来智能化的生产优势，

以满足各类客户的面料及成衣需求。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原有传统外贸业务受到较大

影响，同时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公司境外投资项目发展受阻，公司前期投资的巴基斯坦上市企业Masood Pak

的正常经营面临较大困境。在此情况下，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对业务的阶段性调整都是势在必行的。 

2020年，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公司依据市场对疫情防护用品迅速增长的需求，在报告期内获得了国内第一类医疗器

械相关资质，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证书和欧盟CE认证，凭借既有医疗资质、技术和生产能力，生产并销售口

罩、隔离衣、医用帽等相关防护用品。在上海市政府紧急征用产能结束后，公司抓住海外疫情对相关防护用品的高需求，签

订了多个海外疫情防护用品订单。 

公司2020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6.63%，疫情防护用品销售呈现爆发增长，全年实现防护用品销售达

344,466,061.03元。公司同时将逐渐聚焦于内销市场，力求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作为Bluesign的认证企业，公司积极履行绿色环保理念，致力于实现公司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期内与行业内先进

材料科技的研发者美国PrimaLoft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聚焦可生物降解环保面料。公司作为在织造、染整、后整理等方面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针织面料企业，今后研发重点将逐渐转向可生物降解面料的研发及创新，加大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并通过与

PrimaLoft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在上游研发的基础上，利用自身核心优势和创新能力，为公司整体产品升级换代奠定基

础。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状况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概述”相关内容，可能

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九、

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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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293,263.40 1,005,356,349.08 16.51% 879,139,97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75,847.62 -17,340,925.48 196.16% 17,578,67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29,654.36 -23,702,730.10 136.41% 12,877,23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808,282.78 -73,369,461.63 456.84% -10,721,972.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0 -0.0208 196.15% 0.0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0 -0.0208 196.15% 0.0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1.85% 3.64% 1.8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252,696,039.80 1,100,346,629.50 13.85% 1,111,240,6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2,281,033.90 921,711,468.99 2.23% 949,406,0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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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49,610.19 457,471,942.55 281,956,935.94 286,414,77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5,360.30 46,868,455.86 -9,108,997.46 -16,768,25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55,704.71 45,336,605.66 -11,211,662.84 -20,039,58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28,365.78 81,634,475.32 65,427,816.45 81,517,6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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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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

通股股东总数 
7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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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5% 148,481,000 0 质押 123,190,000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6% 29,583,181 0 质押 8,450,000 

王伟波 境内自然人 0.50% 4,143,200 0   

潘苗良 境内自然人 0.37% 3,059,769 0   

唐和虎 境内自然人 0.31% 2,605,100 0   

袁东红 境内自然人 0.30% 2,501,000 0   

王震雷 境内自然人 0.30% 2,500,000 0   

高玉魁 境内自然人 0.26% 2,139,800 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22% 1,800,000 0   

宋丽霞 境内自然人 0.18% 1,466,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故此两家股东

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发现其余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上海国骏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5,291,000 股，比报告期初减少

14,709,000 股；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1,133,181 股，比报

告期初减少 4,191,100 股。 

注 1：公司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 845 万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披

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注 2：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骏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82.97%，上海国骏

及其一致行动人东旭集团合并质押股份数量占其合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73.93%。上海国骏及东旭集团分别与兴业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了《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合同补充协议》，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展期，展期后的质押

到期日为 2021 年 12 月 30 日，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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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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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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的宏观环境及纺织服装行业较为疲软，行业景气度整体较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通过万得终

端查询），2020年1-12月中国纺织服装、服饰业营业收入累计同比下降11.30%，利润总额累计同比下降21.30%。报告期内，

面对诸多不利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行业出现暂时困境，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迅速调整产品和经营思路。一方面保持与客

户的密切联系，稳定原有大客户订单，并加大国内市场的开发力度，力争保持原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间

积极布局口罩、隔离衣等防护用品生产，为公司发展寻找到新的突破点，实现劣势下经营业绩的增长；同时围绕核心产品开

展重点科研项目技术攻关，提高产品附加值，促生新市场增长点。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171,293,263.40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6.5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1,170,309,519.99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6.63%，主要原因是经济缓慢复苏，公司传统业务开始逐渐恢复，且公司疫情防护用品销售增长所致；

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675,847.62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96.1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629,654.36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36.41%，公司总资产为1,252,696,039.80元，较年初增加13.85%，主要原因是疫情防护

用品给公司带来的利润较可观，海外制造业因疫情影响，受挫较重，而国内恢复较早，订单逐渐恢复，销售开始增长；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942,281,033.90元，较年初增加2.23%。 

1、深耕功能性面料生产及成衣制造领域，大客户策略稳定原有业务 

作为专业生产各类高档织物面料的企业，在依托先进设备、先进工艺的基础上，公司始终按照产品热点化反馈、数据精

确化分析、模块高效化管理的现代企业标准打造企业，实现了公司生产运营的高效智能，受到客户好评。公司产品面向全球

10多个知名户外运动和高尔夫球品牌商、为多个高端大众运动品牌商提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针织面料。报告期内，公司继

续重视与国内、外等既有大客户的定向开发，不断用创新、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稳固其建立的长期合作伙伴

关系。在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及行业环境均不景气的情况下，尽力保持密切的业务往来。2020年，公司不仅为美国知名面料

品牌Polartec供应高端双面绒产品，亦为世界知名的快消品牌研发供应多款运动羊毛品类产品，且仍是全球主要的户外羊毛

运动品牌Icebreaker的全球最主要指定供应商之一。全年，未发生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批量取消订单的情况，但有部

分订单因海外疫情造成物流不畅而发生交期延长的情况。 

2、发力医疗健康防护用品，寻找业务新突破点 

疫情的爆发影响到了纺织服装行业，公司原传统主营的外贸业务以及前期境外投资的企业Masood Pak发展受阻，但国内

和全球防护用品需求呈井喷式增长，疫情防护用品生产面临很大的缺口问题。公司凭借完整灵活的供应链、较强的制造能力，

部分产能迅速转产疫情防护用品的生产，成功化解疫情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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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因国内疫情发展，公司的产能曾被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紧急征用，用以生产与疫情防控相关产品。报告期

内，公司全资子公司纺织科技的相关产品经取得国内第一类医疗器械相关资质，其生产的隔离衣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注册证书和欧盟CE认证。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海外市场对疫情防护用品的需求迅速增长，公司及纺织科技依托

既有的医疗资质、技术和生产能力，向国内外生产并销售隔离衣、医用帽等相关防护用品，其中包括与意大利签订的超3,000

万欧元的大额订单。这不仅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也对于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公司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推动公司在健康防护领域的业务发展。接到海外订单后，公司根据订单合同的供货周期，结合纺织科技现有的生产能

力和其他业务订单的供货需求，积极、科学地制定原材料保障及排产计划，通过生产线技术改造、生产工序的优化提升、员

工合理排班、部分委托加工等综合措施，确保本合同按照约定履行并按期供货。 

此外，在报告期在内，公司注册成立了子公司北京宜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拓其他个人健康防护用品相关业务。另外，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旭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起陆续中标唐山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医疗保障组市级核酸检测基

地建设设备采购项目、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设备B包呼吸机、呼吸湿化治疗仪采购项目及实时荧光定量PCR仪竞争性磋商

项目。 

3、品牌发展及运作趋势 

公司现有自营品牌服饰Super Natural，主要致力于在运动和休闲两大领域发展。它是灵感源于加州、设计来自欧洲的城

市运动时尚品牌，倡导健康、自然、积极的生活方式。面对2020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公司深刻认识到行业增速放缓以

及流量趋势变化使品牌竞争加剧。公司在权衡之下，放缓对品牌培育的投入，在主营业务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力求在后疫情

时代先夯实基础，再谋品牌发展，为此，公司剥离了Super Natural在中国境内的事业部。而欧洲Super Natural的运营偏重In Shop

模式，借力于运营地成熟的商业体和市场，该经营模式一方面以相对较低的投入持续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品

牌培育成本，通过欧洲比较成熟的市场环境和氛围，同样可使产品迅速渗透至市场和目标消费者，保证品牌服饰区域市场销

售额的稳定。 

4、以科研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 

作为国内户外运动功能性面料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公司在差异化、高端化、优质化的竞争策略指导下，结合行业发展态

势和市场需求，坚持创新和研发，不断推出新产品，提升核心竞争力及产品附加值。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纺织科技获上海

市科技进步发明专利二等奖，被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入选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名单。 

公司在产品设计源头中注入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影响环境的负面因素。比如在生物可降解

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与行业内先进材料科技的引领者美国PrimaLoft公司签订了《全球合作伙伴协议》，聚焦于可生物降

解创新面料方面的研发、销售。公司研发重点将逐渐转向可生物降解面料的研发及创新，加大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并通过与

PrimaLoft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在上游研发的基础上利用自身核心优势和创新能力，为公司整体产品升级换代奠定基础。 

公司生产研发的高舒适阻燃防护用纺织品是一款专为军队作战训练用的产品，主要适用于军警部门、作战单位战地以及

电荷环境敏感领域的防护服装及装具。通过阻燃纤维、导电纤维的合理组合配比，辅以先进的织造后整工艺，造就了该面料

严苛环境适用性、耐用性强的特点。使用该面料的服装不仅手感柔软、穿着舒适，更具有优异的阻燃性、保暖性、透气性及

抗静电性，在作战时起到较好的防护作用。目前，该产品已被英国军队选作备选面料。另外，作为国内户外运动功能性面料

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公司生产的面料产品也将在北京冬奥会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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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料 211,518,264.82 49,532,980.21 23.42% -7.85% -8.01% -0.04% 

成衣 614,325,194.14 120,840,573.41 19.67% -20.62% -18.57% 0.50% 

防护用品 344,466,061.03 105,283,055.11 30.56%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其他 983,743.41 983,743.41 100.00% -48.27% 147.61% 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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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公司迅速调整产品和市场思路，抓住海外对疫情防护用品的高需求，成功开拓面

向全球的健康防护用品新市场，第二季度签订大额海外疫情防护用品订单，2020年度新增的疫情防护用品业务是公司利润增

长的重要原因，报告期内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675,847.62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1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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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

进行相应变更，该次变更已由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财政部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按照

新收入准则编制。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A、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期初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负债   

  合同负债  8,138,478.20 

预收款项 8,534,768.02  

其他流动负债  396,289.82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无 

B、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期初母公司报表项目影响：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负债   

  合同负债  103,664.37 

预收款项 117,140.74  

其他流动负债  13,476.37 

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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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 原准则下 

负债 
  

  合同负债 4,196,434.65  

预收款项  4,230,022.37 

其他流动负债 33,587.72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原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营业成本 894,652,911.26 885,765,3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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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76,504,322.99 85,391,905.70 

D、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无 

对母公司利润表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原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营业成本 6,730,315.82 6,379,126.00 

销售费用 1,301,384.08 1,652,573.90 

（2）会计估计变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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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3月13日，公司与北京创新爱尚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北京宜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

元，其中公司占注册资本90%。2020年7月3日，公司购买北京创新爱尚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宜千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10%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北京宜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2020年3月25日，公司投资设立衡水金泓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持股比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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