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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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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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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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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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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舜天 6002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焱 卢森 

电话 025-52875628 025-52875628 

办公地址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电子信箱 ir@saintycorp.com ir@saintycor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808,751,783.49 5,174,448,925.40 1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93,440,729.71 2,268,132,381.05 1.1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6,095,020.69 121,184,164.72 -4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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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936,843,819.52 2,277,932,767.48 -1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084,973.40 180,502,548.54 -7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305,230.98 39,765,270.88 -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090 8.55 减少6.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55 0.4132 -74.4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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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7 218,278,355 0 无  

陈子晖 境内自然人 0.63 2,738,900 0 无  

程秀花 境内自然人 0.55 2,393,860 0 无  

钟斌 境内自然人 0.50 2,176,800 0 无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5 1,964,372 0 无  

孙志福 境内自然人 0.42 1,813,000 0 无  

王立志 境内自然人 0.41 1,800,650 0 无  

刘秀杰 境内自然人 0.40 1,750,000 0 无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6 1,570,937 0 无  

孙政 境内自然人 0.32 1,4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舜天集团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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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贸易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从国际来看，

各国为应对疫情陆续采取了贸易限制性措施，大量行业停摆、工厂停产，货物运输不

畅，经济活动陷入停滞。疫情的流行给供给端和需求端都造成了显著冲击，阻断了全

球供应链，国际商品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全球贸易往来的活跃度大幅下降。从国内来

看，国内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

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

发展大局稳定。然而，服装进出口行业仍然面临着众多困难，如消费需求萎缩、汇率

波动、供应能力尚未完全恢复等。 

面对国内外贸易发展的严峻形势，2020 年上半年，公司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大力开发疫情中存在的结构性业务机遇，积极拓展“错位化、差异化、门槛

化”业务，强化核心战略客户的合作关系，不断提升业务的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毫不动摇的践行“一切为了发展，一切服务发展”的工作

理念，以年度工作纲要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项目标任务，总体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9.37 亿元，同比减少 14.97%；实现利润总

额 6,932.12 万元，同比减少 72.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08.50 万

元，同比减少 74.47%。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降低，

主要是因为上年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华安证券股价较上年年初有大幅增长，影响上年

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 亿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抓手、三个目标、四个重点”开展

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1、严控疫情风险，稳推复工复产 

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确保了企业生产

经营的平稳运行。在应急防控疫情的同时，公司有序恢复经营，努力做好复工复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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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准备和跟踪管理工作。 

2、贯彻“双轮驱动”，坚定信心打好战略主动战 

2020 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国内外消费需求大幅缩减，新签出口合同

明显下降，大量待签或已签订单被推迟或取消，部分国外客户已申请破产保护，公司

服装贸易主业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为充分应对疫情危机，公司深入贯彻“双轮驱动”

业务发展战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大力开发疫情中存在的结构性业务

机遇，在稳住服装贸易主业规模的同时，积极拓展“错位化、差异化、门槛化”业务，

与核心战略客户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业务规模与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1）稳固服装主业根基，加速业务结构调整 

公司全力优化管理服务，强化业务综合支持平台的业务支撑功能，为业务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上半年，公司在妥善安排各子公司和打样中心复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打样设计服务的精细化管理，为各子公司开发新客户、新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各子公司专注于业务经营，积极捕捉不同国家和地区及业务领域的发展机会；公司全

力开展第 127 届线上广交会的筹备工作，统筹设计打样力量，整合设计产品，强化宣

传手段，向国外客户充分展示公司“舜天/SAINTY”品牌的强大综合实力，全力降低疫

情对公司服装业务的影响。此外，公司还积极为业务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稳步推进

海关认证等工作，为业务经营创造良好环境。 

公司充分研究利用各项政策补贴，进一步降低业务经营负担。2020 年以来，公司

对财政、税收、信贷、用工、降本、保险、海关等方面政策进行全面梳理研究，申请

并获得了多项补贴；同时，公司积极向金融机构申请符合优惠条件的利率。上述措施

切实为业务发展减少了负担。 

（2）深度开发新型特色市场业务，探索业务模式创新 

在国内外居民消费市场遭受剧烈冲击的情况下，公司紧紧围绕“错位化、差异化、

门槛化”的业务开展思路，在机电产品、核电钢材等非居民消费品业务领域深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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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取得了良好效果。公司高度重视核心战略合作方的开发与维护，

通过持续互访交流，不断增强合作粘性，为实现业务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司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持续推进新型特色市场业务的稳健增长，为公司整体发展

提供强大保障。公司在推动新型特色市场业务发展的同时，充分挖掘疫情期间的业务

发展机遇，全力推动业务模式创新，激发业务发展活力。在本次 127 届广交会筹备中，

公司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全力组织业务团队参加线上直播系列培训，为适应新业务模

式夯实基础。 

3、强化投资管理能力 

上半年，公司有序推进资本市场运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华安证券第一阶段减持工

作，回收资金约 2.27 亿元，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0.50 万元，另一方面，

公司继续推进在手上市股权等资产的盘活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 

4、加强合规建设 

2020 年，公司作为江苏省国资委推动合规体系建设试点单位，在以客户风险管理

为核心的内控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内部合规管理水平，出台制定了《合规管理体

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目前公司正在有序推进制

度体系升级工作，不断完善业务管理制度体系。 

5、严抓安全生产，落实专项整治 

公司严格贯彻江苏省委省政府、江苏省国资委等相关单位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要

求，在紧抓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同时，严抓安全生产管理，推动体系建设来确保安

全。公司制定《2020 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明确了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与时间进

度要求；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先后出台了系列制度；

全面完成春季安全大检查活动，对问题进行清单式管理，落实闭环整改；积极组织落

实“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安全生产教育，组织安全员生产培训，提升员工安全生产

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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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按照稳中求进、严控风险、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

总体思路，正确研判疫情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紧紧围绕“一个中

心、两个抓手、三个目标、四个重点”开展工作，争取全面完成公司年度目标。 

1、深入推进团队建设 

公司将继续围绕“务实高效、积极进取、业绩至上、效率优先”的 16 字团队精神

不断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培养体系，为公司人才梯队的代际更替与迭代提供充足的人

才储备。 

2、推动业务稳健发展 

公司将继续坚持贯彻“双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稳住服装主

业规模，加快拓展新型特色市场业务。 

3、持续优化内控体系 

公司将继续围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全面构建含全面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ISO9001 和合规管理在内的各体系深度融合的大风控制度体系。 

4、推动资本市场运作 

公司将加速推动资本市场运作，利用自身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平台优势，挖掘

资产估值洼地，积极寻找符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需要的、具有较高端科技含量的、

处于细分市场第一方阵内的优质投资项目。公司还将继续大力提升投资管理水平，在

强调规范化管理的同时，持续提升对子公司的专业化服务和指导能力。 

5、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公司将继续深化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的要求，在化工仓储及生产企业推

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逐步构建起制度化、体系化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确保安

全生产无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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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以下统称“新收入准

则”）的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经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

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

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

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

调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详见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附注五

之 30 (3)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

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

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

情况。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