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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挂牌交易说明书摘要（简称摘要）的目的仅为向投资

者提供有关本次挂牌交易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挂牌交易

说

明书的全部内容。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应仔细阅

读

本公司股权挂牌交易详细信息披露文件。现就挂牌交易相

关事宜作如下声明和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全体董事承诺对该说明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

漏负连带责任。

二、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凡本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

容，请投资者直接或通过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向本公司查询。

三、根据《公司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齐鲁股权

交易中心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

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四、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以及有关备案机构对本公司股权

挂牌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五、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不承担任何由于政策和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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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股权挂牌交易和投资者带来的风险。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认真阅读《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挂牌说明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重大提示。

一、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是各种面料、辅料，如针织布、梭织布等,受棉

花等基础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亦呈现较大的波动，并直

接导致生产成本波动，从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虽然公司能够及时

调整产品销售价格，但这些调整相对于原材料价格变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短

期内不能完全抵消原材料成本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二）汇率波动风险

2011年、2012 年、2013 年 01月-11 月公司直接出口的外销收入分别为

56,129,436.89元、90,882,876.05 元、67,727,354.20 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85.75%、91.06%、83.67%。自 2005年 7月 21日我国建立了以市场

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呈现出长期升

值趋势，2011 年末、2012 年末、2013 年 11月末，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分别为

6.3009、6.2855、6.1325。由于公司产品出口主要以美元为主的外币进行贸易

结算，外销产品的外币价格自接受订单时即已确定，而接受订单→投料生产

→发货确认收入→收取货款均需经过一定时间，该期间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的变

动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二、股东关于自愿锁定股权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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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武孝红、王爱美承诺：自公司股权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之日起一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满一年后，在任职期间本人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在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章程》中关于股利分配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

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

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

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

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

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

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

本的25%。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

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股利分配将遵循“同股同权、同

股同利”的原则，按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额，以现金、股票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进

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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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前丰国际、公司、

本公司
指

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青

岛前丰国际帽艺有限公司

前丰有限 指
青岛前丰国际帽艺有限公司，前身为青岛

前丰制帽有限公司

前丰制帽 指
青岛前丰国际帽艺有限公司之前身青岛前

丰制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王爱美、武孝红

法定代表人 指 武孝红

董 事 会 指
除有前缀外，均指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 事 会 指
除有前缀外，均指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

齐鲁股交中心 指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推荐机构 指 广州赢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律    所 指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山东博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验资机构 指 山东博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报告期 指 2011年、2012 年、2013 年 01-11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挂牌说明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

分数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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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挂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股本：  人民币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武孝红

成立日期：  1996年 08月 02日

住    所：  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北关工业园山东道 37号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帽、纺织服装、鞋、箱包、手套、假发、皮

革制品、玩具、窗帘、床上用品、刺绣工艺品、棉针织品、布水磨、

球类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

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产品：  各种传统帽子、再生纤维运动帽、多功能环保型帽子等

邮政编码：  266309

电子邮箱：  qianfengemb@163.com

董事会秘书：宋宝欣

电    话：  0532-82290777

传    真：  0532-82291777

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青岛前丰国际帽艺有限公司，公司

最早成立于 1996年 08月 02日，是一家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制帽企业，专业从

事各类帽子及辅饰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坐落在青岛胶州市北关工业园，拥有

五个制帽车间、两个布料仓储间，占地面积 6万余平方米，生产厂房面积 2万

余平方米，现有职工 500余人。公司拥有日本电脑绣花机 80台，各种缝纫机

500台（套），具备年生产 1,000万顶各类帽子的生产能力。

依托得天独厚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及全体员工的努力拼搏，前丰国际得以迅

速发展壮大。经过近 20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集电脑绣花、印花、缝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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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水洗为一体的制帽企业。公司着力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精通国际

市场网络拓展的专业人才，紧跟国际上帽子产品的设计创意、技术创新的变化，

赢得了广大国外客户的信赖，与 New Era、Wal-mart 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再生纤维运动帽生产线，使用新材料替代传统的棉、

毛、皮等织物，为我国传统制帽行业提供了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产品，提升了

公司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二、公司股权结构及股东情况

（一）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说明书出具之日，公司自然人股东 2人，其中王爱美女士和武孝红

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权 2,500万股，持股比例各为 50%。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爱美女士、武孝红先生。

王爱美：女，汉族，1966 年出生，经济管理师，中共党员。1985 年 09月-

1986年 08月在胶州市李哥庄镇中学任教师，1986 年 09月-1994 年 04月在青

岛飞龙工艺品公司工作，1994 年 04月-1996 年 07月任黄岛前丰制帽有限公司

总经理，1996 年 08月 02日-2009 年 07月 08日任前丰制帽总经理，2009 年

07月 09日-2014 年 01月 05日任前丰有限总经理，2014 年 01月 06日至今任

前丰国际董事、总经理。

武孝红：男，汉族，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1987 年 09月-1991 年 08月

在胶州市北王珠中心学校任教师，1991 年 09月-1994 年 04月在胶州市王哥庄

镇中心任教师，1994 年 04月-1996 年 06月任黄岛前丰制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1996年 08月 02日-2009 年 07月 08日任前丰制帽执行董事，2009 年 07月

09日-2014 年 01月 05日任前丰有限执行董事，2014 年 01月 06日至今任前丰

国际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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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产品为各种传统帽子、再生纤维运动帽、多功能环保型帽子等。

四、公司财务报表

根据山东博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博华审字（2014）第 3号《审

计报告》：“我们认为，青岛前丰国际帽艺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青岛前丰国际帽艺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30日、2012 年 12月 31日、2011 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3年 01-11月、2012 年度、201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年 11月

30日
2012年 12月 31日 2011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2,427.23 3,089.93 2,713.78

非流动资产 7,161.49 4，859.23 4,860.76

资产合计 9,588.71 7,949.15 7,574.54

流动负债 4,024.49 2,844.01 4,657.61

非流动负债 31.32 - -

负债合计 4,055.81 2,844.02 4,657.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32.90 5,105.13 2,916.9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合计
9,588.71 7,949.15 7,5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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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年 01-11月 2012年 2011年

营业收入 8,094.43 9,980.41 6,545.88

营业成本 6,731.33 8,368.00 5,491.21

利润总额 454.56 253.74 -110.32

净利润 427.47 188.22 -84.91

（三）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年 01-11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1,188.00 203.81 -850.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2,259.22 -202.91 -2,202.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1,345.36 -115.38 1,893.4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4.15 -115.49 -1,166.27

（四）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指      标 2013年 11月 30日
2012年 12月

31日

2011年 12月

31日

1、资产负债比率（%） 42.30 35.78 61.49

2、流动比率（倍） 60.31 108.65 58.27

3、速动比率（倍） 0.27 0.63 0.32

4、每股净资产（元） 1.11 1.02 0.58

5、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0.10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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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2013年 01-11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1、存货周转率（次） 6.26 9.70 -

2、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8.09 7.73 -

3、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05 -0.03

4、每股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元）
0.24 0.04 -0.17

五、公司近两年利润分配情况

经核查，公司近两年没有进行利润分配。

六、业务发展目标

（一）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及发展目标

公司坚持以技术研发为主线，以加强自主品牌建设为重点，全面提高企业

综合实力，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制帽品牌企业及行业内

一流的生产基地。 

（二）公司为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将采取的措施

1、加强自主品牌建设

公司虽然拥有自己的品牌，但品牌运作推广力度不足。公司在未来 2-3年

内将通过加强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多种有效的营销渠道，打造品牌优势，不断

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增强对国内外技术、资本等资源的凝聚力和

吸引力，提高品牌贡献率，实现品牌增值和品牌延伸。

2、进行技术改进

公司将继续加强研发中心对于帽子款式的开发，加强实验室的测试功能和

资质认证，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档次；并加强与设备制造公司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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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促进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提升公司的技术实力，并有效提高生产效

率。

3、推进产品种类多元化发展

公司将充分利用现有积累的优势及国际市场资源，将公司由目前单一的帽

子生产逐步打造为集自主品牌服装和配饰生产为一体的服装加工企业。公司产

品种类的多元化，完善了公司的产业链条，增加了产品品种，不但能满足消费

者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也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

力。

4、加强国际市场开拓

目前，帽子的设计创意中心、时尚消费中心均在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国际

市场，因此只有融入制帽行业的全球产业链中，紧跟国际上帽子产品的设计创

意、技术创新的变化，才能充分受益于帽子产品需求快速增长，并在全球帽子

产业制造基地转移格局中获得充足的产品订单。

经过近 20年的探索和发展，公司的外销业务已初具规模。未来公司仍将继

续加强国际客商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精通国际

市场网络拓展的专业人才团队，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5、通过更多知名品牌的验厂

目前国际知名品牌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工厂进行审核或评估，只有加工

厂在质量、社会责任（人权）、反恐等方面达到一定的要求，才会下订单。公

司目前已通过 New Era、Wal-mart 的验厂，且目前合作良好，订单稳定。公司

计划在未来 1-2年内正确通过 NIKE、ADIDAS、H＆M 等国际知名品牌的验厂，以

拓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渠道，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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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挂牌的有关机构

1、推荐机构

名    称：广州赢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628号保利中宇广场 C座 2502室

法定代表人：罗兴文

推荐经办人：石志颖  张丛

电    话：020-61062571

传    真：020-61062528

2、审计机构

名    称：山东博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131号

法定代表人：侯爱琴

经办注册会计师：袁丁 张兆新

电    话：0533-2776351

传    真：0533-2776351

3、验资机构

名    称：山东博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131号

法定代表人：侯爱琴

经办注册会计师：袁丁 张兆新

电    话：0533-2776351

传    真：0533-277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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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律师事务所

名    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 52号丙

负 责 人：胡明

经办律师：曹钧  龚新超

电    话：0532-83895479

传    真：0532-83895957

5、挂牌的股权交易机构

名    称：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注册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路 66号

电    话：0533-2770150

传    真：0533-2770150

6、股权登记托管机构

名    称：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注册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路 66号

电    话：0533-2770150

传    真：0533-277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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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挂牌公司：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机构：广州赢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01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