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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370                                         公司简称：三房巷 

 

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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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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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房巷 60037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民 缪嫦 

电话 0510-86229867 0510-86229867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三房巷村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三房巷村 

电子信箱 jssfx@sfxjt.com jssfx@sfx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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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4,618,657.00 1,697,143,924.09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55,358,467.84 1,242,230,835.2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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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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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5,580.43 69,049,624.51 -84.18 

营业收入 473,389,000.60 425,894,731.06 1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072,517.22 32,708,081.83 -1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699,241.88 32,518,263.46 -1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1 2.68 减少0.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65 0.0410 -1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65 0.0410 -10.98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11.15%，主要原因系本期印染布、棉纱销量增加，且棉纱销售价格较同期

上涨，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1.12%，主要原因系本期纺织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公

司印染布销售单价下跌及主要原材料棉花单价上升，毛利率下跌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84.18%，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原料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及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主要原因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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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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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三房巷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33 401,229,900 0 质押 401,229,900 

黄六妹 境内自然人 0.64 5,116,629 0 无 0 

陈丽君 境内自然人 0.49 3,900,000 0 无 0 

姚晓燕 境内自然人 0.48 3,850,000 0 无 0 

杜庆生 境内自然人 0.43 3,390,500 0 无 0 

王利军 境内自然人 0.24 1,941,715 0 无 0 

黄维 境内自然人 0.22 1,776,519 0 无 0 

胡维雅 境内自然人 0.22 1,773,100 0 无 0 

刘涛 境内自然人 0.21 1,697,748 0 无 0 

何华明 境内自然人 0.21 1,679,5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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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与位列前 10

名的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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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位列

前 10名的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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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认真贯彻

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稳健推进产品销售模式，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提高产品销售收入。在

管理层的带领下，全体员工齐心协力，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338.90 万元，同比

增加 11.15%；实现营业利润 5685.12万元，同比减少 3.73%；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907.25

万元，同比减少 11.12%。 

同我国整体经济一样，2017年上半年，我国纺织行业运行情况逐步好转，产销增长相对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纺织板块印染布产量 1613.33万米，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3.66%，销量 1686.96万

米，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6.69%；实现营业收入 15641.6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28%。但由于本

期印染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为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公司印染布销售单价下降，印染板块毛

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2017年上半年，公司棉纱产量 6263.12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9.60%，销量 4259.08吨，较去

年同期增长 3.37%；实现营业收入 10039.5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04%，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

降，主要系本期原材料棉花单价上升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 PBT 工程塑料业务发展稳定：济化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90.66 万元，同比减

少 0.44%，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0.43 个百分点。热电板块新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604.90 万

元，同比增加 19.20%，但由于本期新源公司主要原材料煤炭价格上涨，使营业成本增加，新源公

司本期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认真总结上半年经营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强化

基础管理，加强经营筹划，对内科学组织生产和有效控制成本, 对外把握好原料、产品两大市场

行情，力争实现全年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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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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企业应当在利

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

中反映。  

影响：执行上述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后，本期公司营业外收入减少 353600.00 元，其他收益增

加 353600.00元。不影响当期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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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