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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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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张兆林 因事请假 周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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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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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生股份 6008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敏 张荣健 

电话 021-51991608 021-51991611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二路1800号 上海市中山北二路1800号 

电子信箱 yangmin@lansheng.com rojay@lans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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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827,598.81 5,191,908,068.65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79,990,310.57 3,857,366,584.65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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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9,124.85 -351,450,552.5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670,420,997.30 1,361,909,746.17 2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53,783.86 706,201,586.70 -9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18,694.76 32,879,106.39 -1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20.29 减少19.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1.68 -9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1.68 -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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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5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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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42 216,287,02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3.09 12,987,700 0 未知   

李振宁 
境内自然

人 
2.16 9,082,000 0 未知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1.48 6,214,518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4 5,642,156 0 未知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金

狮 160号资金信托合同 
其他 1.07 4,500,000 0 未知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0.93 3,904,747 0 未知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77 3,228,000 0 未知   

许世甫 
境外自然

人 
0.51 2,130,043 0 未知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7 1,972,2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与表列的其他股东

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李振宁与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无法确定其他股东

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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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16.7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65%，主要原因一是兰轻公

司上半年完成了对升光公司的收购，经营实力得到加强，二是国际市场需求复苏，公司出口同比

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5.3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3.49%，主要原因是上年第

一季度出售了上海兰生国健药业有限公司等 2 家投资企业股权获得净收益 6.56 亿元，而本期无该

特殊因素。去除上述因素看，本期贸易板块净利润 1,198.2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48%；按权

益法计上海兰生国际黄金珠宝商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上海兰生房产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

1,749.63 万元，同比增长 21.93%。 

1、努力开拓进出口贸易新领域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进出口额海关数 17.44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 29.82%；其中：

出口 15.7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8.48%，进口 1.67 亿元，增长 44.08%。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兰轻公司积极开拓新市场，闯出新领域：一是将原分散经营的劳防产

品集合成完整的系列，并注册商标，产品契合终端市场需求，受到海外客户重视；二是成立环保

业务部，参加地方政府污染物处理设备的进口代理招标并中标，业务金额约 1,500 万美元；三是

开拓视野，与国内机械重工企业合作，开展进口代理业务。在传统产品出口艰难的情况下，公司

努力开发了 LED 激光仪、电动自行车等新产品。同时，利用熟悉国外清洁用品的优势，逐步开拓

国内市场。 

 

 

 



公司前五名出口商品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出口商品名称 出口销售额 出口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减（%） 

纺织原料及制品 34,901 +91.04 

机电\机械设备及零附件 32,324  -9.89 

鞋子  9,021 +14.99 

塑料及其制品  9,000 +19.30 

钢铁及其制品  8,992  -6.10 

说明：纺织品出口增幅较大主要是收购升光公司后该产品出口规模扩大。      

公司前五名出口国别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出口销售额 出口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减（%） 

美  国 43,368 +81.17 

日  本 33,703 +103.01 

德  国  9,839 +44.12 

俄罗斯  7,100 +69.05 

澳大利亚  5,713 +46.15 

说明：上述国家的市场需求有不同程度的复苏，是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2、积极盘活存量金融资产 

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及董事会的授权，公司本期减持海通证券股票 175.9 万股，获投资

收益 2,205.79 万元。公司继续通过与相关银行、券商等机构合作，开展短期理财，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和效益；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利用持有海通证券的资源优势，参与网下新股申购；对于暂

时闲置资金，积极开展国债回购交易；通过上述多渠道盘活资产、积极理财，上半年资金收益 1,359

万元，为公司创造了效益。 

3、兰生房产转型为黄金珠宝商贸投资管理 

上海宝玉石交易中心落户兰生大厦后，参股公司上海兰生房产实业有限公司以建设国家级宝

玉石专业大厦为重点积极开展工作，上半年公司更名为“上海兰生国际黄金珠宝商贸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经营范围从房地产开发建设等扩展为投资管理、为珠宝、黄金现货交易机构提供投资管

理咨询服务，并提供场所及物业管理服务，会务会展服务、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文

物除外）批发、零售、佣金代理等等。报告期内继续调整兰生大厦客户，引进宝玉石产业链的上

下游单位和相关企业，为宝玉石企业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办公、商品展示、交易大厅、保

税仓以及高档进口商品和各种奢侈品的转口贸易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增值等一系列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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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