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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贺国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苑桂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白少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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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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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60,552.97 132,109,428.71 -1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37,689.73 10,752,788.99 -2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473,014.34 10,471,615.51 -2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415,898.50 21,297,584.98 -186.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0.77%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24,768,761.55 2,299,840,448.20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5,683,357.82 1,404,721,864.48 0.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265.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2,177.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765.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82,001.54  

合计 464,675.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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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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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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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国英 境内自然人 33.58% 117,012,093 87,759,070 质押 27,9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博创新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66% 9,284,509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其他 2.50% 8,710,646 0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银新

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8% 5,173,571 0   

贺树峰 境内自然人 1.41% 4,914,000 4,914,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

投摩根智慧互联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35% 4,709,883 0   

上海纺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 4,537,073 0   

中国工商银行－

南方绩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9% 4,500,046 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一组合 
其他 1.29% 4,499,90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研究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其他 1.15% 3,999,9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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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贺国英 29,253,023 人民币普通股 29,253,0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博创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284,509 人民币普通股 9,284,50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8,710,646 人民币普通股 8,710,64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新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73,571 人民币普通股 5,173,5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投摩根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709,883 人民币普通股 4,709,883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37,073 人民币普通股 4,537,073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46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4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4,499,905 人民币普通股 4,499,90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999,982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8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608,779 人民币普通股 3,608,7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贺国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贺树峰是贺国英的堂弟，构成关联关系。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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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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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3月28日，公司董事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该事项

并于2016年4月13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6 年 03 月 29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贺国英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贺国英承

2010

年 11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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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

诺期限届满后，在其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

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50%。" 

月 02

日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贺国英 
股份限售承

诺 

贺国英先生或其一致

行动人计划在公司股

票复牌后的 6 个月内通

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

合规方式增持本公司

股份，并承诺增持资金

不低于 2900 万元。贺

国英先生或其一致行

动人承诺在增持行为

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

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10

日 

6 个月 严格履行 

贺国英 
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贺国英先生向公司

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承诺：“本

人目前乃至将来不从

事、亦促使本人控制、

与他人共同控制、具有

重大影响的企业不从

事任何在商业上对贵

公及/或贵公司的子公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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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分公司、合营或联

营公司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在贵公

司今后经营活动中，本

人将尽最大的努力减

少与贵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若本人与贵公

司发生无法避免的关

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

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

务或作为代理，则此种

关联交易的条件必须

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

行，本人不要求或接受

贵公司给予任何优于

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

中的第三者给予或给

予第三者的条件。若需

要与该项交易具有关

联关系的贵公司的股

东及/或董事回避表决，

本人将促成该等关联

股东及/或董事回避表

决”。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0% 至 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504.87 至 1,009.74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009.7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短期受到俄罗斯市场影响，公司海外业务收入下降；毛皮产业园以及京南

裘皮城经营权转让收入同比下降。公司融资规模较去年同期扩大，预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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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用有所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斯股份基本情况以及微卖的基本情

况 

2016 年 01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斯股份基本情况以及微卖的基本情

况 

2016 年 01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斯股份基本情况以及微卖的基本情

况 

2016 年 03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斯股份基本情况以及微卖的基本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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