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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2020-049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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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永强 股票代码 00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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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阳 朱慧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1 号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 1 号 

电话 0576-85956878 0576-85956868 

电子信箱 whyofchina@sina.com yotrioir@yotr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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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4,472,405.49 2,769,053,125.49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7,729,712.31 356,022,847.58 7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18,045,411.98 325,925,008.85 28.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8,497,066.35 1,327,445,655.81 1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6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6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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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3% 10.89%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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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6,488,985.74 6,848,776,714.80 -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86,473,926.93 3,716,199,068.38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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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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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永强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94% 825,492,924 0 质押 430,000,000 

谢建勇 境内自然人 6.19% 134,606,749 100,955,062   

谢建强 境内自然人 5.94% 129,329,985 96,997,489   

谢建平 境内自然人 5.90% 128,374,485 96,280,864 质押 7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8% 19,145,237 0   

陈洋浮 境内自然人 0.21% 4,530,000 0   

吴依梦 境内自然人 0.14% 3,149,315 0   

韩美芬 境内自然人 0.14% 2,962,000 0   

沈文萍 境内自然人 0.13% 2,846,100 0   

朱锦华 境内自然人 0.13% 2,778,45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合计持有浙江永

强实业有限公司 93.75%的股份，三者之间及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

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3、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陈洋浮通过湘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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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0,000

股。2、吴依梦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149,315 股。3、沈文萍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92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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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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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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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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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计划，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及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及时

调整营销策略，积极开拓欧洲市场，开发新客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公司密切跟踪形势

变化，积极探索不同营销模式，拓展电商销售渠道，取得较好效果；同时积极开发利用网络视频方式开展

样品展示及选样工作，为下一年度的销售业务打下坚实基础。另外，公司上下采取积极措施，继续完善原

材料供应体系建设；积极加大设备改造力度，探索自动化流水线工艺，加强新产品的研发和新市场的布局，

进一步拓展产品品类，报告期内均取得一定成效。  

报告期内，欧美地区户外休闲家居用品业务销售均有所上升，实现营业总收入29.44亿元，同比上升

6.3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亿元，同比增长70.70%。 

报告期内，为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公司不断完善和打造事业部平台，加大内部整合，同时给予工厂及

相关业务部门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占有率，为公司的发展和业

绩提供有力的保障，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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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

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2019年12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本公司于

2020年1月1日执行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10,305,338.58元、其他流动

负债564,035.79元、预收款项-10,869,374.37元。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

2,904,685.02元、其他流动负债40,985.90元、预收款项-2,945,670.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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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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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建勇 

                                                           

2020年 8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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