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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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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利润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6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华锦 600735 兰陵陈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昭洁 王燕妮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31号17楼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31号17楼 

电话 0532-85967330 0532-85967330 

电子信箱 600735@hiking.cn 600735@hiking.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发制品和纺织服装产品的生产加工及出口贸易。 

（一）发制品业务 

1、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发制品系列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男发块、女装假发、接发、教习

假发、人发条、假发配件等以人发制品为主同时兼具人发化纤混合发制品等，主要出口地区为北

美、欧洲、日本。公司发制品出口采用以销定产的业务模式，具有从研发、设计、采购、精细生

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公司境内拥有海川工艺、海川锦融、锦盛发制品三家发制品子公司；拥有盛泰分公司、禹城



新源、禹城新意、青岛山丽四家境内发制品生产子公司和海顺地柬埔寨一家境外发制品生产子公

司。上述发制品生产子公司除了接收公司境内境外贸易子公司加工订单外，还接收公司以外的订

单；海川工艺、海川锦融、锦盛发制品三家子公司具备假发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有

自营出口权，均可实现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经营。这三家境内发制品子公司处在发制品产业

链的中上游，经营模式为接受国外订单后通过独立研发、设计取得客户满意后，优先委托公司自

有工厂加工生产，自有工厂产能不足则委托国内其他发制品生产加工企业代为生产。 

国外销售方面，公司拥有三家境外发制品子公司（OR 美国、NI 美国、NI 加拿大），经营模式

为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采购成品假发产品，在美国境内批发及转销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三家

境外发制品子公司从事发制品的设计研发、批发，处在发制品产业链的中下游，主要产品有男发

块、中高档女装发、接发、假发配饰等。 

国内销售方面，境内子公司丝傲上海、青岛锦信主打高级定制需求和时尚定制需求的假发制

品，以高级定制发套为主，主要通过与国内中高档美发沙龙、美发学校、电视购物、会员营销等

渠道合作销售假发制品。 

品牌方面，公司境外拥有 OnRite、NewImage 两大核心品牌，其中 OnRite 已成为美国男发块

行业的品牌导向，Gemtress、Ultratress、Simplicity 和 TressAllure 是 OR 美国针对不同消费客户群

和不同区域市场的自有品牌；公司境内拥有 S&O（丝傲）品牌。 

 

2、行业情况说明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假发生产和出口国，北美、非洲、欧洲是全球假发的主要消费区和主导

区。近几年，得益于全球发制品需求的增长，中国假发及相关产品的对外出口量持续增长。2020

年全世界遭遇了严重的新冠疫情危机，全球经济形势极为严峻，发制品主要消费地区需求放缓，

同时受中美关系影响，关税调整及经济摩擦不断，对国内发制品产业链造成了破坏和冲击，发制

品行业的供给能力和外贸出口全面下降。钩工短缺、产品及原材料费用上涨、人民币升值、运费

上涨且运力不足等问题相互叠加，给发制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造成了困难。2021 年随着新冠疫苗

的接种，全球新冠疫情有望得到有效控制，预计发制品市场将得到恢复性增长。 

 

（二）纺织服装出口业务 

1、经营模式 

公司纺织服装业务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新华锦纺织开展，主要包含各类针织品、服装、家用

纺织品、纺织面料等产品的出口，主要出口市场为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公司业

务以 OEM 为主，通过不断整合产业链的上下游资源，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2、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20 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291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其中，纺

织品出口 153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2%；服装出口 1373.8 亿美元，同比下降 6.4%。中国纺织服

装业出口顶住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其中纺织品自 2020 年 4 月以来连续 9 个月实现增长，服装自

2020 年 8 月后实现逆转，出口规模逐步恢复。截止 2020 年底，纺织服装出口已连续 5 个月实现

增长，直接拉动全国货物贸易整体出口增长 1 个百分点，成为推动全国货物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上年 

增减(%) 

总资产 1,312,292,666.67 1,390,462,261.71 1,293,388,471.02 -5.62 1,158,779,752.07 

营业收入 1,242,698,690.19 1,434,528,101.06 1,415,538,898.23 -13.37 1,364,839,130.8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734,865.08 72,715,357.71 78,423,648.61 -38.48 76,443,226.2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43,810,248.79 65,065,493.07 71,038,878.69 -32.67 72,014,813.9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34,208,381.40 980,540,911.25 962,639,104.39 -4.73 888,896,831.7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5,987,282.91 125,549,491.61 128,645,228.76 -15.58 133,142,896.94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1190 0.1934 0.2086 -38.47 0.2033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1190 0.1934 0.2086 -38.47 0.203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4.7134 7.7952 8.4430 减少3.08

个百分点 

8.9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7,631,407.99 299,566,978.96 340,655,573.40 304,844,72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761,418.78 11,614,387.42 12,572,232.04 9,786,82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862,464.84 11,902,061.89 11,999,302.30 9,046,41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471,611.14 38,601,861.76 -43,986,605.48 90,900,415.4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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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8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4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185,532,352 49.34 0 质押 148,35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建华   5,043,109 1.3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刘萌萌   3,020,448 0.8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黄彬   2,400,700 0.6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于芩   2,151,202 0.5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史宪荣   2,030,400 0.54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青岛鑫诚酵母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988,800 0.53 0 无   未知 

阮琳   1,889,432 0.5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李翠平   1,827,100 0.4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于光洋   1,679,100 0.4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张建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张建华和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系一

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和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无优先股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124,269.87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3.37%，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73.49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8.48%，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381.0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2.67%，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598.7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58%。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1190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8.47%，报告期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0.1131 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 34.66%，报告期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4.7134%，比上年同期减少 3.08个百

分点，报告期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4.4794%，比上年同期减少 2.50



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本公司按照财

政部要求时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对执行新收入准则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年

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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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的执行不会

对本年和本次变更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预收账款 20,655,822.01 15,000.00 -20,640,822.01 

合同负债   20,344,947.52 20,344,947.52 

其他流动负债   295,874.49 295,874.49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母公司年初财务报表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给予确定，包括本公司、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报告期

合并范围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