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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900939                                                  公司简称：汇丽 B 

 

上海汇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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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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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陈建兵 工作原因 林震森 

 

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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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50,012.33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11,416,425.38 元，2016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201,066,413.05

元。由于公司 2016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未能达到现金分红要求，因此，公司 2016 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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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汇丽B 90093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詹琳 江红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横桥路406

号1幢213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横桥路406

号1幢213室 

电话 021-58138717 021-58138717 

电子信箱 stock@huili.com stock@hui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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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原有业务应属装饰建材行业，在对投资的亏损企业进行停产、资产清理或关闭清算后，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自有厂房租赁和地板贸易。尽管公司租赁业务及地板贸易业

务收益稳定、风险可控，但业务体量太小，无法成为公司真正意义上的主营业务。由于现有业务

地位不突出，受市场及行业波动的影响小，目前公司无法清晰定义明确的行业归属。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总资产 91,627,372.14 80,196,726.98 14.25 77,076,045.98 

营业收入 11,065,621.48 10,593,699.49 4.45 11,068,87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50,012.33 4,262,212.79 142.83 1,003,91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40,770.93 4,138,516.50 38.72 -262,46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922,736.89 55,492,724.56 20.60 51,230,511.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4,054.00 2,525,491.51 20.53 2,854,62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0 0.0235 142.55 0.0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0 0.0235 142.55 0.0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6 7.99 
增加 9.07个百

分点 
1.9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199,392.75 2,204,821.32 2,094,659.75 4,566,74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2,733.14 1,859,863.53 3,115,964.67 3,121,45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52,633.84 1,407,573.07 3,110,027.97 -1,029,46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855.87 821,756.49 2,440,326.56 -1,193,884.92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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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0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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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上海汇丽集团有限

公司 
0 51,989,300 28.64 未流通 51,989,3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信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0 9,897,800 5.45 未流通 9,897,80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0 9,897,800 5.45 未流通 9,897,80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浦东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0 7,260,000 4.00 未流通 7,260,00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0 6,969,600 3.84 未流通 6,969,600 无 

  

国家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 
0 6,964,100 3.84 未流通 6,964,100 无 

  
国有法人 

何炜 0 2,008,800 1.11 已流通 0 未知   未知 

黄春辉 345,700 1,395,700 0.77 已流通 0 未知   未知 

季坚义 1,146,542 1,146,542 0.63 已流通 0 未知   未知 

庄名道 0 870,765 0.48 已流通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浦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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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06.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45%；营业成本 373.6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20.16%；营业利润 1,031.7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46%；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35.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2.83%。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9,162.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22.50 万元，归属于公

司的股东权益为 6,692.27 万元。 

 

2 报告期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 年度公司继续遵循“保收益、续清理、谋发展”的经营战略，虽然基本面没有实质性改

变，但是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通过确保租赁收益、维持地板销售、持续关注汇丽涂料

公司的经营管理，再加上连续多年收回不同金额的大丰林地租赁权款项，并辅以公司闲置资金适

当委托理财等方式，公司财务状况进一步改善，盈利能力也继续有所增强。 

（一）保收益方面 

1、继续做好厂房出租维护，确保租赁收益。 

2016 年度厂房租赁仍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了确保稳定的出租收益，公司与厂房租户密切

沟通并安排专人提供租赁服务保障。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汇丽地板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丽地板公司”）

如期取得康桥地区厂房租赁收入 759.24 万元，收租率 100%。 

（2）大丰地区厂房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远汇丽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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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汇丽公司”）收到厂房租赁收入 145.29 万元，其中包含了 2015 年四季度未支付完毕的租金 11.43

万元。 

中远汇丽公司与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丰海港集团”）于 2015 年 4

月签订了租赁期限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大丰汇丽工业园租赁合同》（以下

简称“大合同”），租金 150 万元/年。因大丰港区管理部门的要求，2015 年 12 月，中远汇丽公司

大丰分公司分别与大丰海港集团下属的实际承租企业江苏大丰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和大丰海港港

口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相应的租金分摊合同，租金金额共计 102 万元/年，且均如期收到全部租金。

但另一实际租户盐城市大丰区苏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港包装公司”）因其支付能力

问题迟迟不签署租金分摊合同，也未能按时支付租金 48 万元/年。为保障公司租赁权益，中远汇

丽公司一方面努力催收，要求大丰海港集团承担付款保证责任；另一方面积极沟通和协商，最终

在 2016 年末收到了苏港包装公司的积欠租金 48 万元，同时中远汇丽公司与大丰海港集团终止了

“大合同”、解除并清退了与苏港包装公司的租赁关系。有鉴于此，自 2016 年 10 月起中远汇丽公

司大丰工业园厂房的年租金收入也从 150 万元下降到 102 万元。 

2、继续开展部分风险较低的地板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汇丽地板公司完成了万业企业松江项目全部地板供货，并实现了地板销售收入

200.92 万元。 

报告期内汇丽地板公司承接的“万业新阶”项目由于进行了股东变更，项目结算再次被推迟，

也未能收到相应尾款。 

3、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016 年度，公司在授权额度内通过购买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累计循环委托理财金额 5,700 万元，报告期内共获取结算收

益 90.32 万元。 

4、持续关注参股公司上海汇丽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丽涂料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未能继续成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防水涂料战略供应商虽然影响了汇丽涂料

公司防水类产品的销售收入，但是通过与其他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合作、加强运营管控，再加上石

化类原材料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汇丽涂料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定，2016 年度为公司贡献利润

372.56 万元。 

（二）持续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及沉淀资产 

关于公司在江苏大丰地区的林地租赁权出售尾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大丰海港集团支付

的部分尾款 370 万元。鉴于 2015 年度公司已按会计准则将超期的林地租赁权尾款全额计提了坏账

准备，2016 年度收回的 370 万元亦成为公司盈利增长的主要原因。另外经过连续多年的催讨，林

地租赁权应收尾款金额逐渐下降，截至报告期末尚余 365 万元待催讨。 

报告期后，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再收到其支付的款项 200 万元，相应尾款下降到 165 万

元。 

（三）谋求发展突破 

2016 年度受各种因素影响，公司在谋求发展方面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公司从未停止

相关思考和研究。如何扩大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改善公司经营可持续性一直是公司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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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格局和趋势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不突出，没有清晰的行业定位。现有的租赁业务一方面体量小，另一方面

因价格锁定而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地板业务贸易量更是微乎其微，公司无法就现有业务

对公司未来的竞争情况及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期及评价。 

（二）公司发展战略 

2017 年公司的总体经营战略是在“保收益、续清理”的基础上加强“谋发展”的工作，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改善公司经营可持续性是工作重点。 

（三）经营计划 

2017 年度预计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 1,500 万元，三项费用控制在 650 万元以内，全

年业绩保持盈利。 

2017 年度公司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1、确保稳定收益 

继续做好相关厂房物业的租赁服务工作，确保及时、稳定收取厂房租金，特别要关注大丰汇

丽工业园闲置厂房和未建厂房空地的租赁情况。 

2、清收完毕大丰林地租赁权尾款 

随着大丰林地租赁权应收尾款金额的逐渐下降，2017 年公司清收目标是收回全部大丰林地租

赁权尾款。 

3、持续关注汇丽涂料公司的生产经营 

2017 年度汇丽涂料公司将着重做好以下工作：继续夯实管理基础；加强产品研发与应用技术

创新，增加防水类产品，提高公司系统服务能力；加大力度拓展与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战略合作，

同时做好经销渠道网络建设，充分发挥渠道销售优势。 

4、拓展公司主营业务方面 

近几年来公司一直在努力设法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增长，但鉴于自身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以

及公司对新技术与新市场的不确定性，公司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经公司多次研究讨论，结合

现有业务和资源，2017 年拟开展贸易业务，具体如下： 

4.1 国际贸易方面 

4.1.1 招聘有国际贸易经验的员工。 

4.1.2 在国内寻找合适的产品，并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产品英文网站等对外窗口、利用搜索

类网站和国外社交媒体推广产品、尝试“在线购”等与客户直接交流模式建立公司长久销售平台。 

4.1.3 贸易开展初期以采购关联企业在国内外有竞争力的产品为主。 

4.1.4 建立贸易业务相应的内控制度。 

4.2 地板贸易方面 

公司自 2012 年 8 月恢复低风险地板贸易业务以来，由于只承接关联公司万业企业项目中的地

板业务或老客户中指定使用“汇丽”品牌且现款现货的订单，因此贸易业务规模较难扩大。鉴于

“汇丽地板”品牌在行业内的价值，为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公司在 2017 年一方面会尝试性开

展汇丽地板贸易业务的市场推广，扩大地板贸易业务量；另一方面会借力控股股东汇丽集团的战

略采购通道，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从事汇丽地板战略采购业务。 

5、继续关注资本市场政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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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6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7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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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子公司上海中远汇丽建材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汇丽地板制

品有限公司。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无变化。 

 

 

董事长：林震森 

上海汇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