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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3                               证券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定 2019-003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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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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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孚日股份 股票代码 00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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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萌 彭仕强 

办公地址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 号证券部 山东省高密市孚日街 1 号证券部 

电话 0536-2308043 0536-2308043 

电子信箱 furigufen@126.com furigufen@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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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616,176.66 2,577,822,859.74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374,928.46 193,155,443.62 3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9,881,762.92 162,455,767.02 2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5,703,055.75 253,635,263.91 11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73 0.2127 3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73 0.2127 3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6% 5.88% 1.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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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7,674,500,329.66 8,063,672,116.99 -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19,938,882.87 3,442,483,545.1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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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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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8% 215,000,000  质押 117,000,000 

济南纾困盛鲁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3.99% 36,191,796    

孙日贵 境内自然人 3.30% 30,000,000 28,125,000 质押 22,500,000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26,935,999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智臻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6% 15,957,771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迎水起航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9% 14,443,303    

单秋娟 境内自然人 1.54% 14,014,9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32% 12,026,400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7% 9,750,262    

韩淑华 境内自然人 0.98% 8,883,1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日贵、单秋娟均为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孚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智臻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有无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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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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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概述 

公司一直专注于毛巾系列产品、床上用品和装饰布艺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供应、营销渠道建设和品牌推广，报告期公司的

利润构成和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加强精益化管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2019 年上半年，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加剧、棉花配额发放政策调整以及各种要素成本持续上涨等多方面挑战，公司董事会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目标，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加快全球市场开发，加快技术研发创新，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使公

司继续保持着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本报告期，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5.28 亿元，同比下降 1.95%，主要是去年同期营业收入

中包含孚日地产业务 2.94 亿元，剔除孚日地产业务收入后，公司主营业务增长了 2.44 亿元；完成出口额 2.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6.8%；实现净利润 2.59 亿元，同比增长 33.42%。 

二、主营业务分析 

在国际市场开发方面，面对急剧变化的外贸环境，公司灵活调整应对策略，加强产销无缝对接，深度挖掘市场潜力，有效克

服了不利因素影响，保证了订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实现了外销业务全面增长。其中，美国市场毛巾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6%，

床品业务增长 7%，日本、欧洲市场也保持了稳定增长，有利支撑了国际市场的发展。 

在国内品牌建设方面，公司结合新的品牌战略，积极调整组织架构，实施多方面改革，市场渠道进一步理顺，激励机制更加

完善，新客户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推动了内销业务稳定发展。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通过加强精细管理，优化流程，节约挖

潜，在产品质量、成本控制、效率提升等许多方面不断改进，提高了整体运行质量，为企业高质量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同

时投资建设的污水深度处理、中水回用项目按期投产，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降低水资源消耗，推动企业向集约、绿色模式发展。

新项目建成投产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完善家纺产业链，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业链条完整，竞争优势突出。拥有从产品研发设计、纺纱、织造、印染、整理、包装、物流到全球贸易的完整生产链

条，搭建起棉纺、毛巾、床上用品、装饰布艺以及配套热电厂、自来水厂等产业链群，生产技术装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可

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各种高档次、高价值订单的生产需求。 

2、产品质量稳定，企业信誉可靠。公司把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长期形成了精益求精、细致严

格的质量标准和管理体系，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制定了严密完善的质量保证措施。同时凭借重信守诺的良好信誉，赢得

了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保证了公司与客户稳定的合作关系，无论市场怎样变化，企业始终保持着充足的订单和满负荷生产。 

3、市场布局合理，优势地位稳固。公司积极推进全球贸易，在日本、美国、欧盟、中国以及澳大利亚、中东等主销市场保

持着优势市场地位，拥有较强的溢价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话语权。 

4、运营机制灵活，市场反应灵敏。公司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形成了市场与生产紧密结合、反应速度最快的产销一体化运营

机制，能够将市场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反馈到生产工厂，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灵敏度和反应速度，在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多品种、

小批量、快交货的市场形势。 

５、研发能力较强，创新效果明显。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中国家纺行业新型纤

维开发应用推广基地，2018 年获得了国家工信部“中国工业大奖提名奖”、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贡献奖，主持和参

与起草了毛巾国家标准、精品纯棉毛巾团体标准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推出了高支无捻雪绒花毛巾等数十项创新性新产

品和国家专利产品，形成了较强的创新发展能力。 

四、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一方面，当前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全球贸易局势发展

不容乐观，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涨、环境约束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运行压力仍然较大，需要企业积极应对。另一方面，随

着国内改革的深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企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尤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

费理念、消费结构、消费模式正加快升级，这为家纺品牌持续成长提供了巨大市场空间。同时，公司近几年通过在经营机制、

产品研发、内部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企业竞争优势、发展韧性、内生动力显著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更加稳固。 

2、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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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下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上下将按照董事会的整体部署，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品牌

建设步伐，加快多元化市场开发，加快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推进品牌建设，深度拓展全球市场。围绕国内市场发展，公司将以自主品牌建设为主导，集中公司的优势资源，从团

队建设、产品创新、渠道开发、品牌推广等方面精准发力，扎实推动新的品牌战略落地见效，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

提高国内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比重，进一步实现全球业务布局优化，降低国际贸易风险，保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围绕

国际市场发展，公司将以打造国际家纺知名品牌为目标，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质量优势和信誉优势，加快向价值链高端提

升，积极推进与国际研发机构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日本、欧洲、美国市场推进品牌建设，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空间，增

强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孚日品牌的国际形象，增强国际竞争话语权，推动企业稳步由知名企业品牌向知名产品品牌转变。 

（2）推进精益化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提高效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公司将在生产经营全过程推进精益生产、

精准管理，聚焦质量控制、研发设计、织机效率、工艺革新、设备保养、降本增效等关键节点，创新管理理念和运行模式，

优化业务生产流程，提高企业运行质量。同时，继续深化内部改革，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实施制度创新，最大程度上激发活

力，增强企业内生性动力。 

（3）加快技术创新，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公司运作全球市场优势，加强各类创新要素的整合，加大创新工作力度，

进一步建立高水平研发队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技术、产品和管理不断升级，加快形成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驱动业

务增长的新模式。积极运用激励机制，通过把创新成果与销售、效益挂钩，加大对突出贡献创新人才的奖励力度，充分调动

员工创新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 

（4）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生产管理效率。围绕生产 ERP 应用、设备升级、流程再造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强化科学设计，

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互联网技术、智能化方式，不断优化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推进信息化改造，突破人力资源制约，

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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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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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睿优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子公司北京信远昊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购买，持股比例 60.74%，从 2019 年 5 月起纳

入合并范围。 

保山梦圆家居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子公司高密梦圆家居有限各公司出资购买，持股比例 100%，从 2019 年 5 月起纳入合并范

围。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日贵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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