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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7                            证券简称：乔治白                            公告编号：2020-006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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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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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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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白 股票代码 00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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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匡笔 孔令活 

办公地址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 号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 588 号 

电话 0577-63722222 0577-63722222 

电子信箱 wukuangbi@giuseppe.cn qzbdsb@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本公司主要从事“乔治白”“giuseppe”品牌的职业装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男女式西

服、西裤、马甲、裙子、衬衫、茄克、风衣等。公司主要产品定位于“时尚职业装”，能够兼

顾穿着之人的职业所需、舒适程度和潮流追求，并遵循大规模度身定制的服务特色，满足不

同行业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公司拥有完善的职业装生产基地，分别位于浙江温州、河南商丘

和云南曲靖，全面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拥有一流的西服和衬衫生产流水线，产品工序均

全面实现数字化控制，确保了个性化定制和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的高度统一。公司2018年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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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金融、电力、电信、邮政、物流、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的上千家单位提供了职业装

设计方案。 

在2019年度，公司继续将客户目标定位为企事业单位客户，主要通过投标的方式获取订

单，因此，公司生产和销售主要受到宏观经济走势和企事业单位客户收入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一般大型企业的采购周期为两年，即平均每两年为企业全体员工订购适合不同季节穿着的全

套服饰，因此职业装市场的客户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2019年公司主要业务与以往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业务的行业特点 

公司主要业务职业装行业属于服装行业的一个分支，指从业人员工作时穿着的一种表明

其职业特征的专用服装。公司生产的商务职业装区别于人们传统概念里的“劳保服”、“工作

服”，是商业行为和商业活动中最为流行的一种服饰，兼具时装特点，有一定的流行性，强调

品位和潮流，用料上较为考究，造型上注重简洁与高雅，色彩追求合适的搭配与协调，总体

上注重体现穿着者的身份、文化修养及社会地位。 

    职业装在其生产和销售主要受到宏观经济走势和收入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的波动会

影响客户对定制职业装在规格、数量等方面产生的选择，因此具有周期性，鉴于国内经济发

展稳定，公司业务稳中发展；其外职业装行业具有季节性，春夏季时，气温回升较快，职业

装的订单以衬衫为主，数量较大，道路秋冬季节，西装、风衣等成为客户采购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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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067,536.52 1,004,586,586.55 11.59% 786,678,99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127,215.53 112,978,362.79 26.69% 75,286,26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904,402.32 109,728,371.59 25.68% 74,347,36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992,490.00 119,600,166.09 29.59% 140,256,51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2 28.13%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2 28.13%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7% 10.87% 2.20% 7.5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654,276,476.37 1,564,086,544.78 5.77% 1,444,961,53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1,299,819.48 1,073,311,974.32 5.40% 1,013,561,4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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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45,313.47 281,365,333.66 235,779,758.37 383,977,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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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086,828.84 38,379,372.18 24,008,856.91 64,652,15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13,732.53 38,884,722.11 23,332,446.88 63,273,50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0,168,100.37 -574,857.86 34,246,377.04 241,489,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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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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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方燃 
境内自然

人 
13.52% 47,310,000 35,482,500   

钱少芝 
境内自然

人 
10.54% 36,905,000 0   

陈永霞 
境内自然

人 
7.34% 25,690,000 19,267,500   

傅少明 
境内自然

人 
5.81% 20,320,000 0   

池也 
境内自然

人 
2.86% 10,000,000 7,500,000   

秦皇岛宏兴

钢铁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2% 7,087,400 0   

金瑞平 
境内自然

人 
1.92% 6,715,700 0   

曾鸿志 
境内自然

人 
1.58% 5,527,105 0   

陈明霞 
境内自然

人 
1.41% 4,920,000 0   

许磊 
境内自然

人 
0.89% 3,1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池方燃、陈永霞和池也，其中，池方燃与陈永霞为夫妻关系；池也为

池方燃与陈永霞的女儿；陈明霞与陈永霞为姐妹关系。傅少明与钱少芝为夫妻关系。未知

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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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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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1.21亿元，同比上升11.5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43亿元，同比上升26.69%。公司本年仍然坚持以以商务职业装为主，男女装高端

定制及零售为辅，大力拓展校服市场的战略，职业装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95.77%，

零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3.07%。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除不高于550万的短期借款外无长期借款，现金流较好，资产负债率

为29.44%；其中货币资金占资产总额19.71%，同比下降0.58%；应收账款净额占资产总额

14.74%，同比上升0.35%；存货金额占资产总额19.83%，同比上升1.46%。公司经营现金流量

依然保持良好态势。总体上看，公司财务状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现金流充裕，净资产收

益率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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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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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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衣 258,073,308.18 137,690,563.73 46.65% 7.52% 6.81% 0.35% 

西裤 235,790,530.19 142,450,087.40 39.59% 16.89% 10.96% 3.23% 

衬衫 343,891,265.25 138,325,669.37 59.78% 8.93% 3.22% 2.23% 

其他 270,215,234.75 154,148,525.29 42.95% 15.23% 16.13% -0.44% 

设计费收入 802,336.54 1,269,769.24 -58.26% -26.53% -0.09% -41.88% 

合计 
1,108,772,674.

91 
573,884,615.03 48.24% 11.65% 9.25%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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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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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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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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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

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

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226,400.00元， “应

收 账 款 ” 上 年 年 末 余

224,784,855.99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 73,450,000.00 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45,137,351.59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

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226,400.00元， “应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04,979,535.37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 73,450,000.00 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8,957,449.98元。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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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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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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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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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

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

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将部分“应收款项”

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减少226,400.00

元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 增 加

226,400.00元 

应收票据：减少226,400.00

元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 增 加

226,400.00元 

（2）将部分“其他流动资

产”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董事会决议 其 他 流 动 资 产 ： 减 少

4,900,00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4,900,000.00元 

 

其 他 流 动 资 产 ： 减 少

4,900,00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4,900,000.00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

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17,324,058.9

0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17,324,058.

9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26,4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26,400.0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24,784,855.9

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24,784,855.

9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8,730,264.2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8,730,264.2

2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7,695,453.28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2,795,453.28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4,900,000.00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20,811,452.5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20,811,452.

5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26,4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26,400.0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04,979,535.3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04,979,535.

37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9,994,411.5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79,994,411.5

6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

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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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

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

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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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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