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987                                公司简称：航民股份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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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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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兴贤 因公务出差 朱重庆 

董事 陈贵樟 因公务出差 朱建庆 

董事 吴东明 因公务出差 高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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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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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民股份 6009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军晓 朱利琴 

电话 0571-82551588 0571-8255158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电子信箱 hmgf@hmgf.com hmgf@hm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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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7,030,421.24 4,283,686,327.53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21,547,586.30 3,143,457,728.7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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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01,913.75 457,898,623.93 -23.61 

营业收入 1,616,326,630.71 1,585,412,198.11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270,457.56 236,634,743.04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7,156,237.75 222,599,265.12 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1 8.32 减少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3 0.372 2.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3 0.372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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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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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90 209,000,036 0 无   

万向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03 114,541,304 0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未知 3.22 20,451,169 0 无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53 16,079,888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未知 2.00 12,696,712 0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银保账户 

未知 1.53 9,730,993 0 无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 8,550,014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93 5,901,847 0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圆

信永丰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9 5,009,575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79 5,000,855 0 无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位

列前 10 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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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除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位

列前 10 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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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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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逐步企稳向好，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新进展，但在供给侧改革推动

下，以及金融去杠杆、货币政策紧平衡的大势下，行业分化比较明显，资源类上游行业利润同比

增长较快，而下游产业除了房地产、基建等相关产业外，其他行业复苏缓慢，且同行企业之间在

趋于饱和的市场中实现增量突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就公司而言，市场需求并未明显回暖，且绍

兴地区印染企业整治提升后产能释放，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煤炭价格同期相比涨幅较大，侵蚀热

电效益明显；印染定型机油改汽、非织造布‘搬改扩’等技改任务繁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蒸

汽、染料、用工、治污等成本不同程度的提升，公司整体毛利下滑。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公司

全力拓展市场、控本降费、加强管理、提质创效，经营效益得到继续巩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161632.66 万元（合并报表），同比增加 1.95%；实现营业利润 35402.71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2.6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327.0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8％；实现

每股收益 0.383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96%。 

主要措施是： 

在项目建设方面，公司印染企业除了钱江印染以外，其他印染企业的定型机油改汽工作已经

基本完成，使用效果良好；部分工厂已经开始拆除油锅炉，公司整体环境形象明显改善。江东热

电新增 130t/h 高温高压锅炉项目，已完成主体厂房扩建，设备处于安装阶段。非织造布努力推进

“搬迁、改造、扩能”的繁重任务。合同精机已完成生产前各项准备并试生产，下半年开始可正

常销售。 

在技改创新方面，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积极开发适销对路新品种，努力抢占中高端市



 

场。从升级定型机 VOCs 废气处理装置、染料仓库安装废气收集装置、污水池加盖等方面入手，

进一步治理废气。“钱江染整、热电污染协同控制技术及工程应用”成果得到环保专家组评审认可，

鉴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精益管理方面，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管控能力。 

下半年主要工作打算 

在项目建设方面，完成江东热电新增 130t/h 高温高压锅炉项目，全面实现印染企业的定型机

油改汽；热电企业要顺利通过烟气超低排放改造的验收；非织造布公司争取在春节前，完成搬迁

及新址二条生产线的安装投产；航民合同精机下半年能正常生产和销售。 

在技改创新方面，密切跟踪市场需求，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加快新品开发速度，努力打造高

附加值的拳头产品，提高市场响应能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做好对专利技术、生产诀窍的

保护工作。 
    在管理提升方面，继续深化精细管理，挖掘管理红利，提升经营效益。全面推进依法治企，

努力建设治理完善、经营合规、管理规范、守法诚信的法治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

强化预控管理、隐患排查治理和过程控制。做好环保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严守环保排放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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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

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

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其他收益”科目本报告期金额增加 10,121,560.97 元，“营业外收入”

科目本报告期金额减少 10,121,560.97 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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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重庆 

 

2017 年 8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