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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527                              公司简称：江南高纤 

 

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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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高纤 60052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正中   

电话 0512-65712564   

传真 0512-65712238   

电子信箱 investor@jngx.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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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8,716,780.40 1,769,973,942.94 -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4,999,313.31 1,670,320,656.90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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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44,128.81 -40,371,900.17 174.91 

营业收入 486,640,079.30 701,123,339.35 -3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9,857.35 7,509,851.02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6,498.41 6,789,861.26 -27.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43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8 0.0094 -6.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8 0.0094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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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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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国平 境内自然人 11.83 94,884,448   无   

陶  冶 境内自然人 4.06 32,600,000   无   

夏志良 境内自然人 4.03 32,295,532   无   

盛冬生 境内自然人 1.99 15,967,110   未知   

周永康 境内自然人 1.98 15,905,796   未知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集

体资产经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11,782,882   质押 11,782,88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未知 0.99 7,944,451   未知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分红－团险分红 

未知 0.89 7,100,000   未知   

华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龙马 2号资产管

理计划 

未知 0.87 6,950,000   未知   

吕全福 境内自然人 0.67 5,397,27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国平先生与陶冶先生为父子

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陶国平先生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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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市场需求仍未有明显回暖的迹象，化纤行业产能过剩，

市场竞争持续加剧。公司涤纶毛条、复合短纤维产品销售价格总体呈震荡下行走势，市场需求萎

缩，产品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面对不利的市场局面，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

任务，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市场销售方面，不断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采取积极快销的销

售政策，加强销售考核力度，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努力实现去库存目标。在产品质量方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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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为目标，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优化工艺和生产装备，加强技术培训

和现场管理，提高质量水平和质量稳定性。在节支降本方面，加大考核力度，狠抓节能降耗，严

控各项成本支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7 亿元，同比减少 30.59%；

实现营业利润 758.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2.15%，实现利润总额 1,009.00 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 42.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99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73%。其主要原

因： 

（1）报告期销售涤纶毛条 9,112 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12.65%，销售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导致

涤纶毛条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22.73%； 

（2）报告期销售复合短纤维 40861 吨，比上年同期减少 20.79%，导致复合短纤维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期减少 20.95%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86,640,079.30 701,123,339.35 -30.59 

营业成本 437,029,540.52 627,852,868.99 -30.39 

销售费用 3,462,017.18 3,845,033.06 -9.96 

管理费用 30,669,615.58 31,083,380.44 -1.33 

财务费用 -1,993,658.52 -808,207.92 -14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44,128.81 -40,371,900.17 174.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60,623.26 7,072,592.58 -221.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299,092.49 -68,955,669.65 -20.80 

研发支出 20,607,285.27 21,511,237.60 -4.20 

资产减值损失 531,947.20 -153,706.90 446.08 

投资收益 -8,008,702.30 -22,262,435.59 64.03 

所得税费用 2,954,555.21 9,961,676.63 -70.34 

少数股东损益 55,566.67 136,065.40 -59.16 

应收票据 51,880,526.88 138,789,354.19 -62.62 

应收账款 27,714,672.28 17,869,908.74 55.09 

预付款项 73,497,540.92 32,100,255.82 128.96 

应收利息   805,457.34 -100.00 

其它应收款 310,290.40 23,258.00 1,234.12 

其它非流动资产 6,114,880.68 9,228,860.68 -33.74 

应交税费 -20,289,694.98 -7,975,776.69 -154.39 

其它应付款 12,336,529.39 2,305,727.37 435.0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化工贸易、涤纶毛条、复合短纤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化工贸易、涤纶毛条、复合短纤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运费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研发投入同比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利息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及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取得投资收益的现金同比减少，以及投资

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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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研发投入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参股公司亏损同比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预缴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股东损益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使用现金汇款结算货款的方式增多所致； 

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应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收到应收利息减少所致； 

其它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其它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预付长期资产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缴纳税收所致； 

其它应付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工程保证金及预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的利润构成及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公司利润来源仍为涤纶毛条和复合

短纤维业务。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化纤行业 449,103,466.31 400,071,147.27 10.92 -21.30 -19.76 
减少 1.71

个百分点 

化工贸易 37,285,136.77 36,706,917.03 1.55 -71.35 -71.54 
增加 0.63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复合短纤维 362,797,270.06 334,123,882.97 7.90 -20.95 -19.06 
减少 2.15

个百分点 

涤纶毛条 86,306,196.25 65,947,264.30 23.59 -22.73 -23.09 
增加 0.36

个百分点 

化工贸易 37,285,136.77 36,706,917.03 1.55 -71.35 -71.54 
增加 0.6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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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市场 435,065,691.50 -33.63 

国际市场 51,322,911.58 13.26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详见 2015 年年度报告。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苏州宝丝特涤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苏州市天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批准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819.10 万元的总额收购谢毓清持有苏州宝丝特涤纶有限公司

25%的股权，批准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866.545 万元的总额收购顾志勇持有苏州市天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10%的股权。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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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苏州市天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 25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工业用精对苯二甲

酸、工业乙二醇、化工原料、化工产品（根据化学危险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8,488.93 万元，净资产 8,673.98 万元，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8.52 万元。 

 

（2）苏州宝丝特涤纶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 1,904.08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

织染及后整理加工、差别化化学纤维生产，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该公

司总资产 6,503.29 万元，净资产 3,272.56 万元。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18.82 万元。 

 

（3）苏州市相城区永大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办理各项小额贷款、提

供担保及省金融主管部门批准的其它业务。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53,612.76 万元,

净资产-16,149.82 万元。报告期实现净利润-406.56 万元。 

 

（4）苏州市相城区永隆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办理各项小额贷款、提

供担保及省金融主管部门批准的其它业务。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29,367.39 万元,

净资产 25,674.50 万元。报告期实现净利润-2,669.57 万元。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项目收 

益情况 

年产 6000 吨涤纶

毛条扩产项目 

  设备到位，土

建未完成 

417,170.00 965,155.93       

标准厂房   在建 3,113,980.02 36,948,110.58   

合计   / 3,531,150.02 37,913,266.51 / 

 

一、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6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802,089,39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 元(含税)，

2016 年 6 月 16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 2015 年

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红利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发放完毕。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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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 10 股送红股数（股） / 

每 10 股派息数(元)（含税） / 

每 10 股转增数（股） /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无 

 

二、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OLE_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