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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0-039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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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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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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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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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ejun@challenge-21c.com sunmy@challenge-21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于2010年，是国内户外运动功能性面料领域的领先者。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差异

化、高端化、优质化的竞争策略，专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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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全产业链优

质服务。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专注于功能性面料的研发与生产，主营产品包括起绒类面料、纬编羊毛面料和运动型功能面料

等产品，并根据客户的需求对部分面料做进一步加工，以成衣的形式向客户销售；另一方面，公司继续发展和壮大自营服装

品牌Super Natural（优越自然），开拓销售渠道，使自营品牌服饰的区域市场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公司重视客户的定向开发、实行大客户策略。特别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大环境下，公司不断用创新、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去发掘、培育、绑定客户的价值需求，为其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与其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保持竞争力。与公司达

成长期合作关系的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包括有ICEBREAKER（美国威富集团旗下）、POLARTEC（MILLKEN集团旗下）、优

衣库、加德满都等。报告期内，在行业形势疲软、中美关系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公司管理层及广大员工的不懈努

力，公司整体销售收入实现了逆势上涨。 

公司秉承绿色发展的理念，引领生态纺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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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的重点已经逐渐从外观、功能、商业利益的层次拓展到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在实现产品经

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和个人健康，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在原料选择上，优先选取天然及绿色环保

型纤维，积极研制开发生态纺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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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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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公司通过了纺织品生态认证Okeo-tex Standard 100，也是中国大陆首家加入国际最严格

的环保认证Bluesign体系认证的企业。继2018年成为首批符合工信部《印染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之后，公司在报告期内入

选国家工信部评选的第四批绿色制造企业。 

经过长久的发展和积累，公司已在户外专业运动市场的功能性面料领域奠定了稳固的行业地位。公司目前是中国纺织工

业协会理事单位、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公司将按照既定战略发展规划，结合行业发展态势和市场需求的情况，

坚持创新和研发，不断推出新产品，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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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005,356,349.08 879,139,974.80 14.36% 883,285,616.26 

营业利润 24,620,422.99 4,538,364.50 442.50% -3,025,96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40,925.48 17,578,671.65 -198.65% 28,094,7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02,730.10 12,877,232.48 -284.07% -70,352,30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369,461.63 -10,721,972.54 -584.29% -24,601,60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8 0.0211 -198.58% 0.03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8 0.0211 -198.58% 0.03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1.85% -3.70% 2.9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00,346,629.50 1,111,240,612.41 -0.98% 1,478,975,16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1,711,468.99 949,406,035.26 -2.92% 955,298,258.26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较上年有所改善，实现营业利润较上年大幅提升，但由于公司资产划转事项进行账务

处理后，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减记处理，并记入所得税费用，从而造成公司净利润

为负。此为一次性非持续性影响，后续不会继续影响公司经营实体的各类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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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40,043.89 255,451,346.89 282,937,355.74 278,427,60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6,890.14 2,947,346.30 -25,631,078.51 1,785,91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1,770.52 3,011,637.03 -28,366,484.52 -449,65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37,231.21 -49,588,374.46 8,817,899.03 -12,261,7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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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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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9,7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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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 163,190,000  质押 123,190,000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 33,774,281  质押 8,450,000 

黄伟国 境内自然人 3.05% 25,350,000  质押 25,350,000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 8,400,000    

黄晓彬 境内自然人 0.37% 3,060,300    

潘苗良 境内自然人 0.37% 2,500,000    

王震雷 境内自然人 0.30% 2,500,000    

刘德年 境内自然人 0.27% 2,281,200    

王纪英 境内自然人 0.26% 2,151,000    

唐和虎 境内自然人 0.26% 2,14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同

时拥有黄伟国先生委托的 3.05%股份表决权。故此三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2020 年 4 月 20 日，黄伟国先生撤销了对东旭集团的投票权委托，东旭集团

有限公司与黄伟国先生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东旭

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发现其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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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0,000,000 股，

比报告期初增加 7,240,000 股；东旭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5,324,281 股，比报告期初减少 1,97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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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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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在中美贸易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全球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纺织行业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公司坚持差异化、高端化、

优质化的竞争策略，致力于保证优势业务的前提下，积极寻求新的突破，加大运营效率，以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了纺织服装行业相对低迷，中美贸易纷争增大出口压力等诸多不利因素，继续加大在生产工艺升级

和面料技术研发上的投入，积极拓展创新业务，优化资源配置，全年经营目标基本达到，经营利润实现增长。公司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为1,005,356,349.08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4.36%，主要原因是内销收入的增长；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4,620,422.99，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42.50%，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带来的毛利增加以及财务费用的降低；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7,340,925.48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98.65%，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进行资产划转的账务处理所致；公司总

资产为1,100,346,629.50元，较年初减少0.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921,711,468.99元，较年初减少2.92%。报告

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较上年有所改善，实现营业利润较上年大幅提升，但由于公司资产划转事项进行账务处理后，

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减记处理，并记入所得税费用，从而造成公司净利润为负。此

为一次性非持续性影响，后续不会继续影响公司经营实体的各类事项。同时，由于公司大客户POLARTEC母公司管理层变

动，对公司的数据对接系统提出新的改进要求，公司相关费用支出较大。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工作： 

1、自主创新科技铸魂 

公司重视自主产品开发，每年围绕核心产品开展重点科研项目技术攻关。各项研究项目成果显著，提高了附加值，促生

新市场增长点。运用的纤维材料已从传统的棉和涤纶扩大至各种天然纤维、常规合成纤维、功能性纤维、差别化特种纤维、

再生纤维等。其中，高支羊毛等纬编生产工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公司结合健康、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相融合，采用更为节能、环保的新型工艺，融合成衣

染色与草木染技术，开发出一系列羊毛面料的成衣染色，稳定其生产技术并进行产业化生产。创新的技术与产品，也有利于

发掘客户的衍生价值，加大公司与客户的联系，这既增加了销售额，又保证了公司的毛利率。2019年，公司不仅荣获全国纺

织行业管理创新一等奖，还深度参与相关行业标准制定，参与相关标准的讨论及编写，贡献公司对于行业的理解和行业实践，

与行业同仁共同推动可持续、高效率、合规范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品质热湿舒适纺织品制备关键技术》项目任务指标，并顺利通过

了中期检查；工信部《高端针织面料生产智能管控通用信息模型标准与试验验证》智能制造项目和金山区信息化专项项目《智

能数字化织造集控智慧车间示范项目》基本完成项目指标。上海市科委《中巴一带一路先进成衣双向创新与技术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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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顺利，金山区《高层次合作交流人才扶持资金项目》成功获批，金山区专利新产品项目《湿度控制羊毛混纺针织面料》

成功通过验收。各项研究项目成果显著。2019年公司共获得专利授权1项，其中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项；共申请专利14项，其

中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截止2019年底，公司共拥有授权专利82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49项，授权实用新型专

利33项。 

2、优化销售导向，精准营销合作共赢 

公司重视客户的定向开发，深入推行大客户策略，为其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与其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挖掘扶持潜

力特色客户以保持竞争力。2019年，公司继续注重维护与ICEBREAKER（美国威富集团旗下）、POLARTEC（MILLKEN

集团旗下）、优衣库、加德满都等全球知名品牌的长期合作关系。客户战略的调整加速了新产品开发，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

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保证订单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和准时出货率，提升了客户服务专注度及满意度。所以即使在2019年行

业形势低迷、中美关系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公司的销售收入也实现了逆势。 

3、秉承绿色发展的理念，引领生态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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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的重点已

经逐渐从外观、功能、商业利益的层次拓展到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在实现产品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和人的健康，充

分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比如运动系列主张自然环保与功能性高度融合，其采用澳洲美丽诺羊毛结合德国Trevira

聚酯纤维，可在快速排汗的同时，保持肌肤表面的舒适度，并抑制运动出汗所可能出现的异味，时刻保持运动休闲的最佳状

态。在原料选择上，优先选取天然及绿色环保型纤维，积极研制开发生态纺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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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仅通过了纺织品生态认证Okeo-tex 

Standard 100，也是中国大陆首家加入国际最严格的环保认证Bluesign体系认证的企业。而且继2018年成为首批符合工信部《印

染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之后，公司在报告期内入选国家工信部评选的第四批绿色制造企业。 

4、主业平稳与产业转型升级并重，优化资源配置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的纺织业务架构，提高业务协同能力和经营管理效率，公司将母公司项下的纺织业

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嘉麟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划转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公司的业务架构的

管理体系，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高业务协同能力和经营管理效率，并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提升。 

同时，公司也在寻求产业并购整合的机会，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改善公司经营业绩。2019年，公司曾计划发行股份购

买北极光电（深圳）有限公司100%股权，但该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经认真慎重的讨论研究，决定终止。本次

重组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正产经营。但寻找新的业务发展机会是公司的既定战略，公司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资产收购，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5、持续优化人才结构，建立多层次激励机制 

公司持续优化人才结构，建立了合理有效的多层次激励机制，创造适合人才成长、挖掘和发展的环境。在人才储备方面，

公司常年招收专业院校大学生，进入一线岗位。报告期内共有来自3所纺织专业大学5名新人入职，公司计划今后每年招收

20-30名大学生。在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建设方面，根据员工需求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制定覆盖全员的培训计划，包括新

员工入职培训、各条线业务培训、管理思维培训、安全生产培训等；针对中高层领导干部，公司提供了管理干部能力提升培

训和领导力再造培训，提升了员工的职业技能和人文素质，为公司发展储备了一大批不同专业的优秀人才。2019年，公司组

织各类培训近15次。同时，为加强核心管理团队建设及培养关键技术人才，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升员工的意志力、

执行力和创造力，公司还为各工厂及总部职能部门的基层干部组织了年度拓展培训，内容聚焦一线管理以及团队协作，促进

了公司各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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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34,322.60 53,846,519.87 23.46% 0.21% 36.40% 6.23% 

成衣 773,920,308.06 148,396,219.69 19.17% 19.08% 6.96% -2.18% 

其他 1,901,718.42 397,293.64 20.89% 1,229.48% 1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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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340,925.48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98.65%，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资产划转事项进

行账务处理后，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减记处理，并记入所得税费用，从而造成公司

净利润为负。此为一次性非持续性影响，后续不会继续影响公司经营实体的各类事项。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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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2017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该次变更已由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根据

上述相关文件的修订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该次变更已由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①执行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2019年6月10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②执行修订后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

对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作出修订。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2019年6月17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

则的规定进行调整；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进行追溯调整。 

③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

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本公司2019年属

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情形，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列报

项目的变化，主要是执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变化，在以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中反映。财会〔2019〕6号中还将“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列示。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金额 

增加+/减少-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8,843,715.24 

应收账款 +106,140,513.21 

应收票据 +2,703,202.03 

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2,232,534.31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02,232,534.31 

④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修订前的金融工具准则简称“原金融工具准则”)。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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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

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以及未提用的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

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

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

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A.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的改变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账面价值 

资产   

银行存款 115,969,217.61 116,290,484.47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6,504,121.41 6,182,854.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负债   

其中：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股东权益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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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2019年1月1日首次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调整后，对本公司留存收益、其他综合收益、股东权益无影响。 

B.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改变对上述金融资产项目账面价值的影响： 

C. 其他应收款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其他应收款 6,504,121.41 -321,266.86  6,182,854.55 

转出至银行存款  321,266.86  116,290,484.47 

转出至应收账款     

D. 新金融工具准则首次执行日，分类与计量的改变对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无 

⑤其他会计政策变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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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31日，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嘉麟杰服饰有限公司100%股权、连云港冠麟服饰有限

公司100%股权、上海嘉麟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Super.Natural Europe Ltd. 90%股权、SCT Japan株式会社74.32%

股权划转至子公司上海嘉麟杰纺织科技公司，股权划转完成后，上海嘉麟杰纺织科技公司承接原由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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