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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1-046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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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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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6,624,247.56 602,921,552.74 -2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44,844.23 42,553,095.56 -11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108,054.96 39,880,900.95 -12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0,156,793.46 114,862,841.10 -282.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0 0.0511 -11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0 0.0511 -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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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4.52% -5.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24,404,970.67 1,252,696,039.80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0,518,155.57 942,281,033.90 -0.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9,59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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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国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5% 146,0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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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8,450,000 

王伟波 境内自然人 0.50% 4,143,200    

潘苗良 境内自然人 0.37% 3,059,769    

袁东红 境内自然人 0.35% 2,900,000    

唐和虎 境内自然人 0.32% 2,636,400    

王震雷 境内自然人 0.30% 2,500,000    

方杰 境内自然人 0.29% 2,390,000    

高玉魁 境内自然人 0.26% 2,139,800    

丁伟民 境内自然人 0.25% 2,0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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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2,840,800 股，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21,133,181 股，王伟波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00,000 股，袁东红通过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900,000 股。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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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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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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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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2020年疫情期间，公司根据政府和市场需求，凭借既有医疗资质、技

术和生产能力，部分产线转产隔离衣、医用帽等相关防护用品。2021年上半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预防针剂普及及海外生产

力的恢复，报告期内公司疫情相关防护用品销售较去年同期减少较多。 

2021年上半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44,662.4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25.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4.4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19.61%。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位于产业链中游。公司的研发模式以自身研发为主，同时采取以与知名研究室及高等院校合作的方式来研发新兴产

品。日常生产经营中，公司直接向知名上游企业采购原材料，以科技研发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严控产品质量，以精

细化管理做到精致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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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品销售渠道及实际运营方面，公司部分面料产品以直销的方式出售给客户；部分面料根据客户的需求做进一步精加

工，以成衣的形式向全球客户销售。疫情防护产品方面，公司研发并改造部分生产线生产疫情防护用品，以销定产，根据客

户需求以成品方式向境内外客户进行销售。 

公司在产品研发、生产、运输、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模式上，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强了市场竞争

力。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嘉麟杰建立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可管控从原材料、生产流程、品质基准、到包装检品、库存出运的

各环节，能提供即时产品动态信息。物流系统方面，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使用了自动化存储设备，通过同计算机管理系统的

协作以及客户的远程信息实时共享来实现立体仓库的高层合理化存取、自动化以及操作简便化。公司利用整套库存系统为客

户提供配送服务，提高了物流效率，成功扩展了价值链，帮助客户实现了库存管理的优化。 

（三）核心竞争力 

注重产品研发，致力科技化转型，迭代核心竞争力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纺织服装行业正成为聚合中国科技创新力量的核心领域，新冠疫情的发生加速了科技化进

程。公司对原有主营的优势产品加速升级迭代，并针对性的对羊毛、涤纶类新产品进行研发，增加了研发项目，维持了研发

投入。 

在服装纺织行业中，包括运动服饰面料在内的功能性面料与其它时尚行业的时装不同，客户对其的要求更加多元化，注

重舒适性、保护性和功能性的体验。所以对于这部分产品除了颜值要求，更多还有功能性设计的要求，如防水透湿性、抗静

电和防辐射、保暖性等，这也需要注入更多的科技含量，此多元化的需求使服装行业的设计和产品研发面临一定挑战。公司

作为国内功能性面料领域的先行者之一，产品研发基础雄厚，在差异化、高端化、优质化的竞争策略指导下，公司结合行业

发展态势和市场需求情况，坚持创新和研发，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比如在纬编羊毛面料方面，公司作为国际羊毛局(THE 

WOOLMARK COMPANY)的官方合作伙伴，拥有全球领先的羊毛混纺科技，将面料奢侈品——Merino美丽诺超细羊毛与

Trevira吸湿高强纤维完美结合，通过开发一系列兼具舒适性和功能性的创新面料，开启了一个“无所不适”的时代。控温舒

适、机洗甩干的产品性能打破了人们对羊毛面料老气、难打理的印象。无论是跑步瑜伽还是休闲旅行，时尚元素的注入也使

得穿着者在各种场合下都能有更好的表现。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1,753.77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3.93%，比上年同期增长0.90%。报告期内，公司共获得

专利授权3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项；共申请专利2项，均为发明专利。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

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03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52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51项。 

智能化、数字化领域开拓进取 

智能制造化是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系统监控全生产流程，自动化导入提高效率，降

低损耗，减少用工成本。公司也积极开拓进取，已经形成高效的信息智能化管理模式。目前公司在产品研发、生产、运输、

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模式上，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公司建立的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可管控从原材料、生产流程、品质基准、到包装检品、库存出运的各环节，能提供即时产品动态信息。物

流系统方面，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使用了自动化存储设备，通过同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协作来实现立体仓库的高层合理化存取、

自动化以及操作简便化。公司利用整套库存系统为客户提供配送服务，提高了物流效率，成功扩展了价值链，帮助客户实现

了库存管理的优化。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公司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在产品中予以良好的体现。在产品设计源头，公司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影响环境

的负面因素。2020年公司与行业内先进材料科技的引领者、全球高性能保温及聚酯可降解材料的研发先驱美国PrimaLoft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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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签订合作协议，聚焦可生物降解环保面料。目前已经联合研发出PrimaLoft Bio Performance Fabric产品。该产品系首款100%

可回收、可生物降解的填充棉和面料产品。比起其他材料，PrimaLoft Bio Performance Fabric基于改良的纤维科技，该技术在

特定环境（陆地填埋以及海洋生态）条件下能够加速生物降解。在分解后，材料将完全转化为水、甲烷、二氧化碳和有机废

物，不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不仅如此，由于这种纤维只有在垃圾填埋场或是拥有微生物的水体中才会被分解，这一特性决

定了它作为服装面料是非常耐用的。此外，PrimaLoft Bio纤维已被证实可以使用化学法再生涤纶制成，这个化学再生工艺可

以把涤纶还原成最基础的组成成分，再恢复其原有物性，因此可以不断循环再利用，并且性能不会下降。这也就意味着这种

纤维原料可以不断循环再利用。在报告期内，该面料产品已成功实现量产。 

另外，公司还通过使用可持续能源节能减排来打造全新的纺织制造产业链。在产品技术工艺方面，公司依托先进的工艺

设备和工艺技术，改良了高档织物面料的染整工业，提高了产品品质，实现了绿色生产。在面料技术工艺方面，积极推行清

洁生产，采用节能、高效、无污染的新技术，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环境环保处理方面，公司于2011

年建成了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排水系统，建有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3500t/d，且逐年对排污设施进行维护和升级。生

活、生产废水通过废水收集管网，进入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进入枫亭水质净化有限公司再处理。

污水排污口安装有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并经环保部门验收通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及在线监控系统运作正常、达标排放。

公司委托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炯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定期按要求对公司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等进行检测，

并设置污水排口污染源在线检测监控系统。 

 公司坚持的可持续发展绿色理念受到了社会及行业的认可。公司是中国大陆首家加入Bluesign联盟的企业。公司被工业

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其中生产的羊毛面料和涤纶再生面料获评国家级绿色

设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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