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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2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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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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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铭 金梅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电话 0510-88587333 0510-88993888-8702 

电子信箱 sx@sxcxgf.com sx@sxcx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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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32,720.20 497,438,797.94 1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55,428.31 20,117,919.43 -4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310,574.85 19,148,469.64 -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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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351,698.67 33,864,430.45 -22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1 0.1125 -43.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1 0.1125 -4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4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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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337,669.12 1,249,272,194.90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8,271,887.06 836,816,458.7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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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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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73% 115,742,190 0 质押 17,000,000 

宋煜钰 境内自然人 1.12% 2,005,114 0   

任元林 境内自然人 1.09% 1,948,076 0   

吴江市华东鞋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8% 1,400,000 0   

王志勇 境内自然人 0.28% 500,243 0   

卓明清 境内自然人 0.28% 500,000 0   

汤秀娟 境内自然人 0.24% 424,800 0   

陈炳 境内自然人 0.22% 400,672 0   

程惠芬 境内自然人 0.22% 400,000 0   

北信瑞丰基金

－工商银行－

北信瑞丰－定

增稳利锦绣 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17% 3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宋煜钰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05,1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2%；股东陈炳通过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00,67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2%；股东程惠芬通过南

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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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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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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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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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双象的光学级PMMA产品营业收入保持持续稳步增长，母公司

超细纤维超真皮革、PU合成革、PVC人造革三大类产品由于受市场影响，营业收入不同程度有所下降。同

时，由于母公司煤改天然气后，能源成本增长较大，致使利润有所下降。 

1、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7年度1-6月（元） 2016年度1-6月（元） 同比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526,655,534.79 492,254,722.87 6.99% 

主营业务成本 471,192,981.20 422,831,480.70 11.44% 

销售费用 6,194,853.64 5,677,220.36 9.12% 

管理费用 31,825,849.48 31,336,044.13 1.56% 

财务费用 1,975,544.32 -1,465,574.44 -234.80% 

研发费用 17,227,897.21 15,729,070.33 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51,698.67 33,864,430.45 -222.11% 

      主要变动情况说明： 

（1）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441,118.76元，增长234.8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母公司汇

率变动而产生的汇兑损失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75,216,129.12元，下降222.11%，主要原

因系本报告期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采购原材料现金支付金额增加；以及母公司受市场影响，销售额

下降且回款周期延长所致。 

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28,933.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1%；实现营业收入

58,603.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45.5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3.06%，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母公司能源由燃煤改成天然气后，能源成本大幅上升，以及原材料价格

上涨所致；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为4.7441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641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双象实施的光学级PMMA二期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该项目的建成将为公司未

来业绩的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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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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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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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唐炳泉 

                                                          

                                                 二○一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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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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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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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