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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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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制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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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纺城 60079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伟夫 马晓峰 

电话 0575-84116158 0575-84135815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

鉴湖路1号中轻大厦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

鉴湖路1号中轻大厦 

电子信箱 zwf@qfcgroup.com mxf@qfc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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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2,256,604.05 8,160,120,131.43 -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97,215,513.17 4,731,450,792.51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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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09,801.21 358,717,739.27 -141.65 

营业收入 425,541,236.86 400,873,693.70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6,609,779.67 210,638,196.61 1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1,240,077.61 192,838,189.14 14.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0 5.23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20 1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2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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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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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

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35.78 374,607,685 0 无   

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35 45,500,000 0 质押 45,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72 17,999,851 0 无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国有法

人 

1.67 17,448,547 0 无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信托·至信 254号

歆玥 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1.46 15,324,283 0 无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苍穹 3号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1.25 13,094,720 0 无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力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12 11,765,399 0 无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红

建村经济合作社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3 7,670,000 0 无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期货凯成 1号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69 7,250,000 0 无   

吕建荣 境内自

然人 

0.65 6,843,06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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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市场、物流主业为核心，强化管理，创新理念，公司上下联动，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实现营业收入 4.26亿元，同比增长 6.15%，其中市场租赁

收入 3.38 亿元，仓储租赁收入 0.3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7 亿元，同比增长

12.33%。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平稳开展上半年续租收费工作，完成了所属北市场 119 间、服装市场 719 间到期营业房续租

收费工作。 

完善市场软硬件服务，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营业房交易信息平台、电商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触摸屏系统的网络搭建逐步推广，市场整体智能化氛围进一步提升。市场停车收费系统投入使用，

新 104国道北侧辅道绿化带改造工程启动，北市场五区采光井加固改造等工程有序推进。 

物流公司在加紧开展物流仓储中心 22层办公楼新兴业态调研及招商引进工作的同时，积极调

研部署物流基地升级拓展，并研究制定方案。  

网上轻纺城积极转变企业的发展方法和思路，尝试开展坯布产品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积极开

展海外参展、自办展等项目，促进线上线下融合，提升网上的活跃度和品牌的知名度。“有布”等

商标注册成功。 

中轻担保加强服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完善了工作业务流程，拓展市场经营户的融

资渠道，保全登记业务实行即时即办，更好地服务市场商户。与网络公司一起合作开展商品质押

贷款业务试点工作，多渠道发展金融业务。 

 

3.2 主营业务分析 

 

3.2.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25,541,236.86 400,873,693.70 6.15 

营业成本 149,715,794.14 140,875,874.14 6.27 

销售费用 7,389,814.91 7,108,014.08 3.96 

管理费用 32,017,974.54 33,933,462.74 -5.64 

财务费用 -2,030,692.50 987,530.18 -30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409,801.21 358,717,739.27 -141.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249,558.00 -126,715,125.7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879,823.49 -107,548,394.73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3,854,292.99 506,049,936.43 -93.31 

研发支出 2,569,183.2 2,384,725.98 7.73%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新增仓储中心租赁收入；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新增仓储中心折旧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网上轻纺城推广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 1-5月份税金列入税金及附加科目；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无贷款利息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到期营业房数量较上期减少且租金数额

较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到期理财产品增加及在建项目投入减少

共同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无贷款；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人员增多，薪酬支出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变动原因说明:上年同期由于浙商银行上市导致该科目数额

较大。    

 

3.2.2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浙商银行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浙商银行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1.70元，公司可收现金股息共计 77,828,868.58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

司已悉数收到浙商银行 2016年度现金股息，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4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30,406,735.04 4.14 222,446,801.74 2.73 48.53% 

主要是理财产品

到期、支付 2016

年度分红款及预

交当年税金共同

影响。 

应收账款 9,285,388.71 0.12 1,523,001.25 0.02 509.68% 
主要是应收物管

费增加。 



预付款项 797,410.23 0.01 373,410.97 0.0046 113.55% 
主要是本期广告

预付款增加。 

应收股利 77,828,868.58 0.98 0 0 不适用 
主要是应收浙商

银行的分红款。 

其他流动资

产 
501,412,577.13 6.29 840,057,332.43 10.29 -40.31% 

主要是理财产品

到期的影响。 

在建工程 1,032,014.45 0.01 11,786,624.77 0.14 -91.24% 
主要是在建项目

转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待摊费

用 
1,377,080.77 0.02 915,260.36 0.01 50.46% 

主要是新增网络

公司办公房装修

费。 

应交税费 51,463,839.61 0.65 93,065,156.35 1.14 -44.70% 

主要是本期支付

上年所得税及房

产税。 

 

 

3.5投资状况分析 

 

3.5.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公司持股的会稽山、浙商银行等企业在 2017年 1-6月份均获得较好业绩。公司报告期内获得

投资收益 106,706,475.2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06%，主要是浙商银行分红增加所致。 

 

3.5.2重大的股权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对杭州美证安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增加投资 500 万元，原决议的出资计划

1,000万元已经全部完成。 

 

3.5.3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序

号 

证

券

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 券简

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持 有 数

量 

（股） 

期末账面价值 

（元）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 告 期 损

益 

（元） 

1 
股

票 
002603 

以 岭药

业 
4,068,690.81 224,200 3,914,532.00 100 49,324.0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 / 0 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

益 
/ / / / 43,586.32 

合计 4,068,690.81 / 3,914,532.00 100 92,910.32 

 

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单位：元 

证 券 代

码 

证 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 初 持

股 比 例

（%） 

期 末 持

股 比 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股 份

来源 

600000 

浦 发

银行 1,918,469.91 0.031 0.031 111,279,368.20 1,353,352.00 1,192,641.45  

认 购

法 人

股 

02016 

浙 商

银行 817,257,904.10 2.55 2.55 1,645,554,825.36 77,828,868.58 32,661,651.54  

认 购

法 人

股 



合计 819,176,374.01 / / 1,756,834,193.56 79,182,220.58 33,854,292.99  / 

说明： 

1、公司期初持有浦发银行股份 6,766,760股，浦发银行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A 股普通股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2 元，每股转增股份

0.3 股。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现金股息及转增股份均已到账，公司持有浦发银行股份数增至

8,796,788股。 

2、公司期初持有浙商银行股份 457,816,874股，浙商银行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

商银行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17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

悉数收到浙商银行 2016年度现金股息 77,828,868.58 元，公司持有浙商银行股份不变。 

3、上表所列报告期损益为报告期分红收入。 

 

 

3.6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1、主要控股、全资子公司 

（1）绍兴中国轻纺城国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在能源、市场开发、交通运输、房地产、基

础设施、信息产业、生物工程进出口等国家鼓励及允许的行业进行直接投资、并提供相关咨询服

务；下设国际物流分公司和天汇市场分公司；生产纺织品；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 

截止本报告期末，国际物流中心总资产 93,377.02 万元，净资产 38,386.00 万元，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5,574.34万元、营业利润 1,875.03万元、净利润 1,412.80万元。 

（2）绍兴中国轻纺城物流中心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物集散、货运配载、货运代理、仓储理货）；

海上国际货运代理、物流项目开发经营、物流信息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服务；货物

进出口。 

截止本报告期末，物流开发公司总资产 25,466.04 万元，净资产 20,523.42 万元，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516.56万元、营业利润-601.46万元、净利润 186.05万元。 

（3）浙江中轻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

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 

截止本报告期末，中轻担保总资产 15,699.53 万元，净资产 11,248.44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 232.44万元、营业利润 174.59万元、净利润 40.44万元。 

（4）浙江中国轻纺城网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4,600万元（实收 8,600万元）,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国际物流中心合计持有其 94.65%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

务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包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

和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等内容的信息服务；含电子公告业务）。商务信息咨询；网站设计；市场经营

管理；提供网上纺织交易服务；网上纺织品销售；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成果转

让；经销：计算机网络工程建设的配套设备。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网络广告

除外）。 

截止本报告期末，网上轻纺城总资产 2,094.45 万元，净资产 1,502.70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 249.58万元、营业利润-837.61万元、净利润-821.77万元。 

2、主要参股公司 

（1）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9,736万元，公司持有其 20.51%的股权，该公

司经营酒类生产、销售。 

截止报告披露日，公司持有会稽山股份 10,200.00万股，按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核算。 

截止本报告期末，会稽山总资产 364,450.1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3,092.94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7,811.0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43.02万元。 

（2）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795,969.68 万元，公司持有其 2.55%的股权，该

公司经营范围：经营金融业务。 

截止本报告期末，浙商银行及其附属公司总资产 14,532.90 亿元；归属于浙商银行股东的权

益 843.5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79.49亿元；归属于浙商银行股东的净利 56.13 亿元。 



 

3.7其他披露事项 

 

3.7.1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7.2可能面对的风险 

1、纺织行业转型升级，产能区域转移，对公司产业聚集优势产生影响。 

2、区域内同类市场的同质、恶性竞争，对公司持续繁荣造成压力。 

3、公司利润来源单一，需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重要事项 
 

4.1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刊登的指定网站的查

询索引 
决议刊登的披露日期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7年 4月 21日 http://www.sse.com.cn/ 2017年 4月 22日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2017年 7月 14日 http://www.sse.com.cn/ 2017年 7月 15日 

 

股东大会情况说明 

1、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公司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提案》、《公司 2016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 2016年度审计报

酬的提案》、《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提案》。 

2、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的提案》。 

 

4.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4.3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2017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经会议审议，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7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期一年。 

 

审计期间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对上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有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处罚及整改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5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况良好，均不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

情况、均不存在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况。 

 

五、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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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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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其他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于 2017年 6月 28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并将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变更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提案》，同意控股股东开发公司结合资产实际情况,就 2012年重

组时作出的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做出相应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解决同业

竞争承诺的公告》（临 2017-011）。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开发公司已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公司开展坯布市场和服装服

饰市场的审计、评估工作，有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2、2017年 4月，公司 2017年第五次总经理办公会议提议经董事长签批：为优化物流开发公

司资产结构，对其增资 5,000万元，增资后，物流开发公司注册资本由 1.5亿元增至 2.0亿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完成增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2017年 4月，公司 2017年第五次总经理办公会议提议经董事长签批：为减少全资子公司

绍兴中国轻纺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商务公司）资金沉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对其减资 450万元，减资后，电子商务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至 50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已完成减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董事长：翁桂珍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