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889                                公司简称：南京化纤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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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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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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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母公司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为 33,047,931.84元，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以2016年末股本总数307,069,284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剩余利润转入下年度。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已于2017年5月实施完毕。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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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京化纤 6008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波 许兴 

电话 025-84208005 025-84208005 

办公地址 南京新材料产业园江苏省南京

市六合区郁庄路2号 

南京新材料产业园江苏省南京

市六合区郁庄路2号 

电子信箱 cb_008@126.com 1332596571@QQ.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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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7,731,871.79 2,228,416,137.67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83,559,596.12 1,478,957,806.82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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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30,230.58 141,047,468.69 -246.71 

营业收入 858,453,922.34 705,053,135.99 2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1,450,103.26 16,246,706.10 15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6,794,395.81 14,430,368.79 154.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78 1.16 增加1.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5 0.053 154.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5 0.053 154.7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8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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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33.02 101,407,882 0 无 0 

南京轻纺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 7.82 24,000,000 0 无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25 3,835,326 0 无 0 

金光华 未知 1.20 3,672,072 0 无 0 

富国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 

未知 0.81 2,475,045 0 无 0 

海通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未知 0.73 2,233,274 0 无 0 

金婷 未知 0.52 1,608,723 0 无 0 

张胜军 未知 0.48 1,483,948 0 无 0 

南京纺织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未知 0.48 1,464,946 0 无 0 

昆明金鹰南亚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 

未知 0.44 1,346,64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京轻纺产业（集团和）有限公司和南京纺织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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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以来国家环保监管政策日益趋严，中央环保督查实行全覆盖并适时开展“回头看”，

粘胶纤维生产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环保治理工作水平已成为制约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在国内宏

观经济面依旧紧缩的背景下，粘胶长丝仍有产能扩张，下道企业因资金紧张、自身产品消化受阻

等不利因素影响导致市场需求不足，粘胶长丝产品库存增加；粘胶短纤产品价格年初延续上年末

上升态势，三月中旬达到近期高点后，下道企业拿货趋于谨慎，短纤产品价格出现快速回调，销

售压力较大，现已企稳回升；同时粘胶纤维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也在快速上扬，粘胶生产企业的

经营难度增大。 

公司强化管理，持续优化法伯耳、金羚纤维两个块面的生产工艺，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实现提

档升级，全面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1、粘胶短纤生产系统各项生产管理指标显著提升，产品质量已超行业中档水平。 

金羚纤维继续完善 2016 年实施的短纤生产系统技术改造工程，先后完成了短丝烘干机链板改

造、原液二期老成箱链板改造、短丝二期 DCS 系统升级、锅炉 2#炉烟气超低排放项、纺织废气治

理及综合利用（废气制酸）等一系列技改项目，生产稳定性明显增强。2017 年 1—6 月短纤产量

为 42,447 吨，比去同期增产约 4,533 吨；质量也迅速提高，若按去年质量标准同口径统计,今年上

半年的优等品率应为 83.32%，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43.5 个百分点，超过了行业中档水平；而浆粕、

二硫化碳、硫酸、水、电、蒸汽单耗呈下降趋势，尤其浆粕、二硫化碳单耗下降明显，已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 

2、粘胶长丝生产系统优化生产工艺，强化设备维修管理，产品质量水平有所提升。 

法伯耳公司围绕粘胶长丝产品提档升级总目标，通过加强与行业先进企业的对标管理，持续

优化生产工艺，细化操作流程，提高产品质量标准，并积极进行资源整合，对设备维修人员实施

集中管理，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保障纺丝机大平车工作稳步推进，粘胶长丝产品质量也比去年同

期有所提升。 

3、加强自来水分厂等非主业营运管理，维护公司利益。 

公司加强对非主业投资运营公司的收费管理工作，紧跟市场行情及时调整外供水、电、汽价

格，基本做到了收费及时、足额，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司利益。 

4、紧盯市场，规范采购程序，灵活调整定价策略，积极拓展市场，实现经营收益最大化。 



在原材料采购方面，理顺并规范采购操作程序，建立起制约机制，及时把握主要原材料市场

价格走势，严控采购成本。根据粘胶纤维市场涨跌节奏较快、波动较大的特点，结合企业自身情

况，灵活调整销售策略。在产品价格接近顶部区域时，及时调整库存结构，为下一步营销抢占先

机。积极走访用户，优化营销网络，细分主要市场，针对不同用户，投放适销对路的产品，做好

售后服务，及时反馈客户需求以指导生产，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誉。在外销过程中，公司以有增

长潜力的巴基斯坦、印度为销售重点的基础上，积极扩展新的销售路径，增加了出口创汇收益。 

5、实施锅炉超净排放改造、纺织废气治理及综合利用等项目，改善生产经营环境。 

法伯耳方面，上年度投资 1722 万元实施的 1#、2#锅炉超净排放项目运行稳定，烟气指标达

到了天然气超净排放标准，并于今年上半年顺利通过了化工园区环保局验收；公司雨水排口自动

监控设施安装、申报、验收工作全部结束；公司制订的《环境应急预案及风险评估》也已通过专

家评审并报南京市环保局备案。法伯耳公司将污水处理厂运行产生的剩余污泥全部送至锅炉系统

焚烧，为污泥处理找到了一个较为经济的解决路径，报告期污泥送锅炉焚烧项目运行正常。 

金羚纤维公司积极响应江苏省政府“263”活动号召，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废气、废水、固废

管控。废水方面：加强源头管理，加强污水处理环节控制，COD 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废气方面：

加强 CAP、废气焚烧等项目运行控制，2#锅炉实施了烟气超低排放改造，还完成纺织废气治理及

综合利用项目，废气稳定达标排放；固废方面：规范危废管理，新建危废仓库并投用，安装监控

联入环保平台，尚正在筹划实施污泥焚烧、废胶焚烧项目。 

以上措施的持续落实，使公司的生产环境继续得到改善，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 

6、加大资本运作力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取得进展。 

为抓住粘胶纤维行业发展有利契机，实现粘胶纤维主业升级和战略转型，促进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公司制订了《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即拟向包括控股股东新工集团在内的不超

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合计不超过 6141.39 万股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

用于年产 16 万吨差别化粘胶短纤维项目。此项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议和 2017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7 年 4 月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复。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司即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获得正式受理；

2017 年 6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170692 号）。公司加强与中介机构合作，及时完成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6 月 30 日公司已将上述《回复报告》报至中国证监会审核。 

公司将主动做好相关工作，争取该项事宜尽快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备查文件目录 

 

备查文件目录 
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会计

报表； 

http://www.dowater.com/


九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章程。 

 

董事长：丁明国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07-22  

 

修订信息 

□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