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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2-014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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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61,715,55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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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集团 股票代码 00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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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瑞 徐长瑞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如意工业园 

传真 0537-2935395 0537-2935395 

电话 0537-2933069 0537-2933069 

电子信箱 xuchangrui@chinaruyi.com xuchangrui@chinaruy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纺织品、服装和服饰的设计、生产、销售。羊毛及其他纺织原料辅料的收购、加工及销售，纺织服装

技术的研发、推广等。 

2、主要产品及其工艺流程： 

公司产品主要为精纺呢绒面料及西装，公司具有完整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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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纺呢绒产品 

公司产品精纺呢绒的多项技术、多类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产品占据着国内精纺呢绒高端市场，是国

内高档职业服装、著名品牌服装的首选面料。公司产品获得欧盟市场认可的Oeko-TexStandard100生态纺织品标准认证、责

任羊毛标准（RWS）认证。2021年精纺呢绒重点推出了品牌定制面料系列、科技功能职业装面料、高品质男女商务系列、可

机洗功能性裤料系列，休闲单西系列、庆典提花系列、机可洗羊毛衬衫系列等。 

①高端定制面料系列：该系列产品手感好，呢面细腻光洁，面料平均纱支达100S以上（最高可达500S），每平方米重量120～

160克。而一般面料平均支数在70-80S，每平方米平均重量180～220克，定制系列产品以中国元素为主体，以超大全息纹织

成像设计为突破，以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核心技术为支撑，整体呈现清静致远的艺术境界，同时又赋予了定制产品弹

性、透湿、清爽、舒适的面料功能，实现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 

 
②科技功能性职业装面料：该职业装系列分为易护理功能、舒适功能、防护功能、健康功能、护肤功能，卫生功能，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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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技术将两种以上科技功能进行复核，让消费者更直接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舒适，满足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需求。 

 
③天然高品质男女商务系列：主要以羊毛、羊绒、绢丝、棉麻等组合，体现自有技术优势，均含有莱卡纤维材料；可机洗功

能性裤料系列：多组份、舒适弹性、夏季亲肤、冬季保暖；休闲单西系列：外观表现丰富，精致化办公休闲混合风；庆典提

花系列：长丝与毛纱，通过提花技术，呈现色彩、外观多样变化；机可洗羊毛衬衫系列：丝光羊毛、高纱支、高捻度、高密

度三高技术。 

（2）西装产品 

西装缝制经过476道工序，100道细节处理，在缝制过程中实现了智能制造与传统意大利工艺的结合。全程不落地吊挂系统，

再配以立体整烫技术，使服装贴合身型曲线，形神兼备，气度不凡。 

公司的特色产品有：全毛衬手工定制西装、半毛衬定制西装、职业正装系列、男女大衣风衣系列、夹克等，均实现了一人一

版，个性化定制服务。 

 
①全毛衬手工定制西装：档次最高的精品西装。前身、底边、肩部采用不粘衬工艺，完全依靠高端黑炭衬和马尾衬来衬托西

服的造型，外观感觉柔软有弹性，穿着舒适、自然而挺括。在制作过程中采用手工做胸衬、纳驳头、复胸衬，将面料和毛衬

进行沟缝合成，再配以手工撬边、手工牵袖山，保持了西服的原始风格和飘逸感。由于操作复杂、费工耗时，材料成本很高，

售价较为昂贵，适合地位显贵或品位高雅人士穿着。 

②半毛衬定制西装：与全毛衬工艺相比半毛衬工艺去除了全毛衬工艺中的手工作业，改用现代化的纳驳头机器及撬边机器。

工艺处理上在前身粘合一层薄薄的进口有纺衬，底边、肩部不粘衬。选用进口黑炭衬和进口马尾衬来衬托西服的造型，使穿

着舒适、自然而挺括。 

③职业正装系列：此系列以经典的两粒扣西装为主，立体合身的剪裁，收腰修身。轻柔贴体的版型将西装的优雅格调展现得

淋漓尽致。衣身前后多次分割，修饰整体版型衬托出优美的体形。 

有机生态系列：面料选用无助剂清洁化自然弹整理技术，具有抗皱、抗静电、自然弹功能。循环使用，绿色环保，确保拥有

足够的持久弹性适应未来通勤着装的需要。 

商旅系列：使用高强耐磨、轻质保暖的纤维材质。新型纺纱技术的运用，使其形成独特弹簧形态，赋予面料优异的抗皱、耐

磨、弹性及保暖等特性。成衣穿着弹性舒适，穿后只需悬挂即能快速消除细小褶皱，是30-45岁之间的政、商界人士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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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人士旅行在外的完美搭档。 

机可洗系列：由美利奴羊毛打造的面料具有天然弹性，能使西装维持笔挺有型，采用生态防缩技术、无刺痒和抗皱整理工艺，

可机洗、手洗，它同时也保留了羊毛舒适性与透气性，拥有天然的温度调适功能。优质的羊毛加上良好的工艺可以呈现带有

灵魂的面料，满足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④男女大衣风衣系列：贴心的合体版型设计，简约不失包容性，H型线条利落拉伸视觉比例款式大气简约，长度适中。优雅

的驳领设计修饰脸型拉长脖颈，同时又丰富了整体造型层次感，后摆开叉增加灵动感，行动方便，两侧斜插袋温暖又实用，

保留了大衣的整体美感。腰带设计勾勒身形，保暖的同时尽显气质。 

 
⑤羊毛轻柔飞行员夹克系列:采用创新技术，羊毛与可溶性水溶丝结合,使得纱支超细，提高了抗皱面料的透气性和舒适度,

新织造技术的运用使得此款面料具有得天独厚的良好性能，织造充分运用设计原理，结合最大上机经纬密限度，面料紧度超

出常规产品20%，手感滑糯,贴身舒适，拥有天然的柔软与飘逸品品质，保证触感。 

3、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公司总体经营原则为以销定产，批量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相结合的模式，公司决策层及销售部门根据客户需

求制定销售计划，公司目标客户主要有外销品牌客户、内销职业装客户以及高级定制客户，国外客户经营模式为根据订单进

行生产；国内销售一般通过参与大中型企业招标以及代理商进行销售，高级定制客户主要通过定制专卖店及品牌店进行销售。 

（2）采购模式：公司采用指定采购、招标采购、定点采购、询价采购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主材料采购必须是合格供方中的

采购厂家进行采购，根据客户要求及需要招标采购的原材物料实行招标采购，同时在公司合格供方受控范围内，在满足客户

要求的情况下可进行定点采购，因特殊情况，需要紧急采购物资，招标形式会造成延误生产的经总经理批准后可进行部分采

购。 

（3）生产模式:公司产品采用工业化流水线生产、自动化生产设备控制，产品均按照严格的生产计划，质量标准进行，管控

部门根据实际的市场情况及公司的订单情况，调整季度、月、周、日生产计划，根据生产计划进行生产物料的采购，生产部

再按照具体的产品作业制定生产计划。在生产方面，公司采用先进的ERP系统，具体记录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4）研发模式：公司具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配套有国际领先的研发试验设施，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新产品的开发，

升级，并负责工艺的创新、优化、改进，公司亦通过集团技术研究院，实现羊毛数码印花、艺术大提花等技术的产业化，同

时我们与中国纺织产品开发中心，纺织院校东华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清华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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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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807,343,244.56 4,911,871,622.24 -2.13% 4,888,767,22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03,218,202.09 2,662,307,754.86 1.54% 2,654,972,109.7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89,746,415.85 786,244,868.95 -12.27% 1,150,094,09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3,776.61 5,093,167.52 -80.49% 48,169,52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83,301.68 -73,378,002.30 81.08% 16,285,43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721,049.58 145,340,194.40 -280.76% -231,718,44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0.02 -81.00%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8 0.02 -81.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0.19% -0.15%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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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25,874.43 124,509,175.99 167,694,307.84 261,317,05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2,532.77 -50,326,442.55 1,457,622.78 44,290,06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58,775.17 -35,562,176.84 1,575,770.98 35,561,87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3,503,013.66 45,832,042.07 -60,361,976.60 105,311,8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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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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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如意科

技集团有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47% 

58,810,94
6 

0 
质押 58,810,946 

标记 58,81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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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冻结 58,810,946 

山东如意毛

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09% 

36,885,00

0 
0 

质押 33,880,000 

标记 33,880,000 

冻结 36,885,000 

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4% 
18,935,50

0 
0   

金鹰基金－

浦发银行－

方正东亚信

托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5.28% 
13,821,90

2 
0   

上海航翠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7% 7,506,010 0   

山东济宁如

意进出口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0% 4,697,800 0 

质押 4,400,000 

标记 4,400,000 

冻结 4,697,800 

银川弘盈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3% 4,521,182 0   

银川盛融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3% 4,521,141 0   

徐开东 
境内自然

人 
1.26% 3,288,159 0   

安信基金－

宁波银行－

西藏信托－

西藏信托－

顺景3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95% 2,477,01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济宁如意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公司

股东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86%的股权，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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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开东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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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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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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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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如意科技（香港）74.36%股权，购买济宁如意品牌60%股权。在如意时尚完成回购光大兴

陇所持济宁如意品牌40%股权后，公司拟另行签署协议向如意时尚购买其持有济宁如意品牌40%股权，从而最终达到持有济宁

如意品牌100%股权的目的。 

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沟通与协商。由于标的公司的境

外经营实体较多，受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开展各项工作的难度较大。结合目前市场环境，经与交易对

方友好协商，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不构成任何一方违约，公司与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协议项下均无违约情形，本次交易协议终止

后，各方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业绩无直接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经营规划以及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 

公司将结合未来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维护广大股东利益。 

2、实施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 

为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如意新材料将账面原值为98,396.58万元的部分应收账款、

存货作为置出资产，与公司关联方万众创业持有的佛山莱卡部分股权进行置换。资产置换交易对价为98,396.58万元，按照

佛山莱卡评估价值，置入资产为98,396.58万元对应的万众创业持有佛山莱卡25.72%股权。 

本次资产置换方案确定后，公司及审计、评估机构积极推进相关工作，2021年12月完成资产置换，并办理了股权过户手

续。目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审核报告，公司所涉及的保留意见事项已全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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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入债委会情况 

公司已随如意科技加入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债委会各成员单位约定对于如意科技及相关所属公司实行降

息减负方案稳定融资规模，执行3年期限实施债务延期、降息、设置缓冲期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公司所有银行类债务已纳

入债委会和解范围。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亚夫 

202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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