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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79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2017-008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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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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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派神 股票代码 00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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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小东 吴正悦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嘉陵江街 568 号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嘉陵江街 568 号 

传真 0931-4592289 0931-4592238 

电话 0931-4592238 0931-4592238 

电子信箱 sxd@chinapaishen.com pss@chinapaish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本公司所处行业为纺织业（C17）中的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C172）；公司主要产品为毛精纺呢绒，由此公司所属行业为毛织造加工（C1722）；毛纺行业按加工

工艺又可分精纺、半精纺和粗纺等类别，按此分类，公司属于毛纺行业中的毛精纺细分行业。 

    本公司是集条染复精梳、纺纱、织造、染整为一体全能型综合毛精纺生产企业，主要从事毛精纺呢绒的生产与销售。公

司拥有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产品拥有国际羊毛局纯羊毛及毛混纺标志执照。主要产品为精纺呢绒系列

产品，如全毛礼服呢、全毛哗叽、全毛凡立丁、毛涤薄花呢等。精纺呢绒是用较高支数精梳毛纱织造而成，羊毛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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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表面平整光洁，织纹细密清晰，主要用于服装制造行业，少量用于工业。 

    本公司目前主要专注于毛精纺面料的研发、生产与经营，主营业务及产品结构自上市以来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产品

为精纺呢绒。 

    公司实行完全市场化订单生产，本期及溯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包括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未发生重

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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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48,899,773.74 206,922,707.09 20.29% 276,362,34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41,277.82 -79,062,776.92 116.62% 10,050,92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065,228.78 -82,291,932.58 -11.21% -35,381,68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38,168.69 14,746,122.76 96.24% -51,743,05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4 -0.4240 116.60% 0.05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4 -0.4240 116.60% 0.0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9% -32.24% 38.43% 4.0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717,518,430.60 725,752,151.11 -1.13% 706,402,70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8,833,921.70 205,692,469.65 6.39% 284,755,246.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8,618,764.08 58,856,155.49 64,919,040.13 76,505,81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64,197.32 -17,862,942.62 -14,792,961.93 61,361,37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54,902.90 -19,379,491.56 -14,834,641.56 -21,849,59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68,803.25 241,128,522.97 84,078,846.65 -263,300,397.6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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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3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67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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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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三毛纺织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0% 27,966,168  质押 9,157,740 

上海开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6,237,852    

兰州永新大贸

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43% 4,531,288    

中国建设银行

－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1% 4,314,298    

王坚宏 境内自然人 1.62% 3,020,000    

奇鹏 境内自然人 1.02% 1,899,073    

海通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海

通期货－易凡

火凤凰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90% 1,676,000    

陈振群 境内自然人 0.81% 1,505,1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 
其他 0.74% 1,381,454    

任红 境内自然人 0.69% 1,28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已知第一大股东兰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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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

东间是否有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坚宏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期末持股 302 万股，                        

自然人股东陈振群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期末持股 150.51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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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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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是公司出城入园后首个完整生产年度，公司紧紧围绕“讲究实效完善管理，追求品质提高效益”的工作方针，以推

进实施对标管理为主线，全面推进管理创新，努力克服内外部不利因素，做强做优产品品质，积极开拓营销市场，降本降耗

挖潜增效，全面强化服务保障，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较好的完成了各项任务目标。2016年度生产精纺呢绒412万米，

较上年度增加21.18%，全年销售精纺呢绒478万米，较上年度增加19.5%，实现营业收入24889.97万元，较上年度增加20.29%；

全年实现利润1314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2016年以对标管理和创新管理为主题，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工作： 

一、全面实施对标，构建管理新体系 

面对进入新区以来，生产成本上升、消耗增加、资金紧张和提质增效要求,公司以构建转型升级发展新体系新环境、进

一步管理夯实基础为目标，积极实施精准对标，全面推进管理创新。在认真调研和专题论证基础上，对近10年来公司各项最

好指标进行全面梳理细化，围绕技术、管理和工作（操作）标准化先进化，从管理结构、岗位职责、产品流程、产质量消耗

指标、现场管理、操作培训等方面，科学建立涵盖生产经营全过程60多项指标标杆体系。通过全方位深入实施对标，固化对

标创新成效，广泛开展先进标准修订完善工作，先后修订了《公司技术标准汇编》《公司操作技能手册》《公司各工序工艺

质量操作检查制度及考核标准》《公司设备维修保养技术标准》等10多项标准。优化岗位配置，核定人员工资，进一步完善

管理制度，推进管理向创新性和规范化、标准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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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任务重点，推进落实有成效 

实施对标工作方案，突围生产、营销、研发的创新管理。在提质抓增长方面，做好四个“突出”：突出产能保障，突出营

销驱动，突出创新研发，突出管理信息化。在降耗抓增效方面，加强现场管理、三级能耗管理、配件消耗管理，做好比价采

购、财务预算成本资金管理、内控与审计管理，推进实施人力资源建设规划。在狠抓安全生产保障方面，坚持“预防为主”

的安全生产方针，一是健全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安全生产联动联防机制；二是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与检查考核。 

三、紧扣转型升级，凝心聚力强保障 

围绕提质增效核心，开展各种形式的主题教育，增强职工凝聚力、向心力，重塑企业文化。 

 

报告期，公司根据出城入园搬迁后原址土地闲置的实际状况，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开挂牌拍卖方式出让

了公司原址土地，较评估挂牌底价溢价4300万元，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净利润带来重大影响。 

报告期公司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由于多重客观因素的影响，经过相关各方的充分沟通、研判与讨论，于本报告期

末终止了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纺业 248,899,773.74 -73,118,626.84 8.08% 20.28% 11.15% 0.3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1314.13万元，上年度净利润-7906.28万元，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主要系报告期

公司处置无形资产（原址土地使用权）产生利得7277.43万元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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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

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

影响：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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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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