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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88                证券简称：戎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9 

 

日禾戎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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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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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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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戎美股份 股票代码 3010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未发生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清涛 于冬雪 

电话 0512-52969003 0512-52969003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闽江东路 11
号世茂商务中心广场 a 幢
2901 

江苏省常熟市闽江东路 11
号世茂商务中心广场 a 幢
2901 

电子信箱 rumerebod@rumere.com rumerebod@rumere.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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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6,902,056.93 416,026,150.04 -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74,864,574.85 92,794,282.82 -1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7,409,309.37 85,657,466.27 -2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43,685,064.98 3,431,941.23 1,172.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84 0.5427 -39.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84 0.5427 -39.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15.65%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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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7,584,641.06 2,539,878,965.21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2,476,283,013.00 2,442,002,438.1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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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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7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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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戎美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58% 117,600,000 117,600,000   

郭健 境内自然人 11.05% 25,200,000 25,200,000   

温迪 境内自然人 11.05% 25,200,000 25,200,000   

于清涛 境内自然人 1.23% 2,800,000 2,800,000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1,809,408 1,809,408   

尹睿彬 境内自然人 0.20% 450,245    

宋英杰 境内自然人 0.19% 422,735    

苏娜 境内自然人 0.17% 377,793    

杭州昊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昊晟 5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5% 352,435    

朱政军 境内自然人 0.09% 200,000 200,000 冻结 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郭健、温迪夫妇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 22.10%
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郭健和温迪通过苏州戎美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51.58%股权。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宋英杰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000 股，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15,73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22,735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日禾戎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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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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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2 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0,432 亿

元，同比下降 0.7%，其中全国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总额为 6,282 亿

元，同比下降 6.5%。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服装市场整体呈现不景气特

征较为明显。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7 亿元，较上年可比同期下降约 7%；净利润 0.75 亿元，较上期同比下降约

19%，与行业整体趋势基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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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未能如期达成业绩预算，其主要原因在于新冠病毒疫情在上半

年对公司在整体供应链的消极影响。首先疫情影响合作工厂的生产节奏，致

使产品排期受到影响并困扰供应链；其次公司物流基地所在的苏州地区快递

发货受到局部阻断，影响了发货进度；此外，从春节前后开始，全国各地施

行全域或部分静态管理的城市超过百个，导致快递无法如期送达终端顾客，

其中上海和吉林地区的影响最为严重，而上年度可比同期这两个区域市场的

销售额占比超过 16%。 

尽管如此，在经营分析我们看到了诸多积极因素：首先是经营效率的提

升，在控制推广费用的前提下，上半年度的商品访问量，访客人数，新客数

量和成交额（GMV）等关键经营指标都呈现同比增长的态势；其次是业绩边

际改善，在 5 月疫情逐渐缓解，上海等地的快递物流恢复正常的状态下，成

交额（GMV）、发货量和营业收入大幅同比增长；此外，新冠病毒疫情对线

下实体消费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相关数据和实体观察表明以商场为代表

的线下商业看淡，互联网零售的相对优势逐渐体现，我们相对更为看好互联

网零售在下半年度的商业机会。 

另一方面，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主要由于毛利率下降及资产减值

损失的增加。毛利率下降一方面系受本年春节较去年提前的影响，毛利率偏

高的冬款服饰在上半年度的销售时段相对缩短，其次在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及

互联网零售商业竞争态势的前提下，我们主动下调部分产品的毛利率以促进

销售；另外疫情对供应链的干扰致使一部分委托加工产品延期交付，公司对

存货未来可变现价值进行审慎评估，遵循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对当期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我们积极建设现代制造服务业基地项目，于二季度完成了一期

工程的竣工验收，并自 2022 年 6 月起陆续投入使用，现已初步建成可满足超

1,200 万件服装配饰商品的智能化仓储和配送基地，新的物流配送中心的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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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新设计了作业动线，增加配置了自动化流水线等先进设备，提升了存

货管理和运营效率。同时自有工厂也已完成搬迁和重新布置，经过重新的工

业工程动线设计和布置，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改善了员工的工作体验，生产

效率进一步提高。目前二期工程也已进入设计装修阶段，完成后将提升企划

设计，视觉呈现和管理效率，也将为直播售货提供更多可选场景，为终端顾

客带来更为丰富的商品展示选择。 

在信息系统研发方面，公司完成了动态存货管理系统的研发和投用，结

合新的物流中心物理库存管理，提升了原料检测、验收和周转效率，提升了

数字化管理水平。定制化开发并投用了新的服装版型设计软件，我们提升了

设计制版等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微信小程序的研发和试用版已经完成，预

计下半年将为公司打开新的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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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对上海地区的消极影响，使得公司线下体验店的计划执行

受到阻碍，相关人员的招聘和团队组建进度受到影响，线下展业的必要商务

洽谈也推迟展开。由于全国各地的疫情反复仍在继续，线下体验店业务将根

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业务进展适时推进。 

我们对下半年公司所处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做出了充分的预计，新冠病

毒疫情可能还会继续反复，高温等极端天气甚至气候的影响亦不可小觑，全

球经济和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存在不利公司发展的因素，比如进口供

应链、通胀和汇率波动等。公司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做出了自己的策略选择：

首先将供应链波动的不确定性降低，提前备货备料，安排产能；第二持续强

化竞争优势，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第三抓住战略机遇期，利用市场波动积极

作为，努力提高市场份额和长期竞争力；第四积极谋划新销售渠道的拓展，

并逐步做出多样化营销方式的有益尝试；第五谨慎评估执行不确定性较高的

项目，持有安全资产，稳健经营，为广大投资者认真负责地管理好资产，平

衡风险收益，创造长期价值。 

（二）报告期公司详细事项请详见公司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日禾戎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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