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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7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2017-034 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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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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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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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纺织 股票代码 00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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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勤芝 姚晓颖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 15 号 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 15 号 

电话 0377-66221824 0377-66125788 

电子信箱 002087xyfz@sina.cn yaoxiaoying3@s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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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3,183,933.17 1,823,567,211.67 4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7,184,010.98 67,889,197.72 10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7,263,196.20 61,714,131.08 1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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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988,010.09 -319,111,79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80 0.1005 67.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80 0.1005 67.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4% 3.4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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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9,879,715.14 7,934,432,893.59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71,757,283.07 2,950,909,158.79 4.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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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财政局 国家 27.30% 222,960,192  质押 110,500,000 

中欧盛世资产

－浦发银行－

中欧盛世景鑫

17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77% 14,465,049 14,465,049   

建信基金－浦

发银行－建信

基金新野纺织

定向增发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7% 14,465,049 14,465,049   

上海北信瑞丰

资产－工商银

行－北信瑞丰

资产丰睿 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7% 14,465,049 14,465,049   

上海北信瑞丰

资产－工商银

行－北信瑞丰

资产丰睿 6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7% 14,465,049 14,465,049   

建信基金－浦

发银行－建信

基金新野纺织

定向增发 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7% 14,465,049 14,465,049   

国联安基金－

工商银行－国

联安－睿智－

定向增发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5% 14,279,601 14,279,601   

国联安基金－

工商银行－国

联安－睿智－

其他 1.75% 14,279,601 14,27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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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增发 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北信瑞丰基金

－工商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

丰庆 117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4% 14,242,510 14,242,510   

新野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1% 13,99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新野县财政局、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邢金生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5,600,000 股，投资者信用账户（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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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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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野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1 新野 02 112098 2017 年 07 月 12 日 28,000 5.88% 

河南新野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16 新野 02 112401 2020 年 05 月 31 日 20,000 5.63%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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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63.52% 62.81% 0.7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61 2.97 21.5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态势。GDP、就业、发电量、用电量、货运量、进出口等等，尤其是企业效益，

都延续了向好态势。经济结构优化态势十分明显。第一，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第二，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继续超过“半壁江山”，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第三，我国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等新动能正在蓬勃壮大。同时我国

经济也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消费短期稳定，下行压力犹存；投资回暖基础不牢，未来下行压力增加；进出口增速双双由

负转正，贸易差额有所下降；这些方面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同我国整体经济一样，上半年，我国纺织行业运行情况逐步好转，产销增长相对平稳，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内销增速有

所加快，投资信心有所增长，质量效益稳步改善。上半年行业主要指标增速均有所加快，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纺织制造

板块中的优质上市公司有望在产品导向消费升级趋势推动下实现收入和利润空间的双重提升。报告期内，经国务院同意，发

改价格〔2017〕516号文确定自2017年起在新疆深化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对提升国内棉花产业竞争力，促进棉纺织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在纺织产业布局、创新驱动、管理升级、品质服务等方面获得了大幅提升。公司位列2016/2017年度中

国纺织行业竞争力百强企业名单第6位，获得中国棉纺织协会发布的“卓郎”2016/2017年度“棉纺织行业竞争力百强企业”称

号。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战略目标，不断加大新产品开发、科技攻关创新力度，不断研究和应用新材料、新技术，持续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建立研发团队与客户定期交流机制，及时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方向，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产品需求。

同时，公司与专业院校、上下游企业相互协作，推进创新与开发，扩大新型纤维的创新应用，使公司产品结构更加多样化。

公司面向“瓶颈”技术进行课题攻关，技术难题再获新突破。公司近年来成功开发了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拥有发明专利2项，

实用新型专利47项，外观设计专利17项，主持或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12项，其中已经发布7项。 

报告期内，2017年6月6日国家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公

司将继续完善新疆发展战略。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地区之一，一直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重点方向。公司在新疆建设了三个

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南疆的阿拉尔市、库尔勒市、北疆的呼图壁县，这一布局充分考虑了新疆市场的特点和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随着项目顺利达产，新疆地区的产能得到较大提升，空间布局更加合理，有利于稳固公司在新疆当地原有的竞争优势，

提升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竞争力。报告期内，受“一带一路”战略和新增产能释放的利好影响，公司新疆业务保持了较快发展，

新疆区域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3,419.47万元，同比增长50.62%。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新疆原料基地建设，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促进协同发展，提升主营业务竞争能力。公司子公司

与新疆国经贝正棉业有限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控股国经贝正棉业下属的6家轧花厂，加大优质低价原棉供应量，提高公司

主营业务竞争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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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修订的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

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大部分属于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受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影响，营业成本减少55,723,332.61元，销售费用减少23,166,674.01元，财务费用减少2,256,156.26

元，营业外收入减少81,146,16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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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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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期新设立两个公司，分别为新野汉凤物流有限公司和新疆新贝棉业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简介如下： 

(1) 新野汉凤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地址：新野县产业聚集区西区 

经营范围：货物运输、配送、仓储、包装、搬运装卸、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配件销售、汽车维修。 

 (2)  新疆新贝棉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地址：新疆博州博乐市达勒特镇套特村 

经营范围：籽棉收购；籽棉、棉短绒加工；皮棉、棉短绒、棉籽及其他棉副产品销售；棉织造加工及销售；棉纺纱加工

及销售；针纺织品的销售；棉胎加工及销售；包装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农作物、饲料牧草的种植、收购、加工

及销售；农产品收购及销售；禽蓄饲养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有机肥料制造及销售。 

 

 

 

 

 

 

 

董事长：魏学柱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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