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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深纺织 B                    公告编号：2017-45 

深圳市纺织(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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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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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纺织 A、深纺织 B 股票代码 000045、2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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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澎 李振宇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 A

座六楼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 A

座六楼 

电话 0755-83776043 0755-83776043 

电子信箱 jiangp@chinasthc.com lizy@chinasth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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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337,756.87 552,157,585.56 3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57,841.63 -30,097,851.40 14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86,186.35 -32,378,678.35 8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176,400.94 -39,316,195.34 14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1.4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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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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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1,838,673.13 4,119,586,266.47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3,937,989.03 2,339,554,176.31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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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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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6.21% 234,069,436 0   

深圳市深超

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8% 16,129,032 0   

安徽国富产

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3,408,341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49% 2,460,226 0   

王民仓 境内自然人 0.27% 1,377,236 0   

朱烨 境内自然人 0.26% 1,331,945 0   

郑春刚 境内自然人 0.25% 1,260,005 0   

苏运泽 境内自然人 0.19% 960,00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9% 958,300 0   

洪帆 境内自然人 0.19% 952,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民仓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0,036 股；公司股东朱烨通过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31,94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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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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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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化改革，始终坚持转型发展，全力推进偏光片6号线项目建设，积极落实引战

成果，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的灵活优势，激发经营活力，三大板块主营业务经营状况稳中有升。总体而言，

偏光片生产经营有所改善，物业经营业务盈利能力稳定，纺织及其他贸易业务呈现较大增长。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933.7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8,718.02万元，增长率为33.9%；实现利润总额

2,027.94万元，较去年增加4,614万元，增长率为178.42%；实现净利润1,445.7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4,455.57万元，增长率为148.04%。公司实现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一是子公司盛波光电偏光片生产效率

提高，良率提升，成本下降，使毛利率提升；二是日元升值幅度同比收窄，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三

是委托理财收益增加，导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一是通过通过全线提速放量，有效提升产能，提质降耗，积极

跟踪多种原材料的替代导入，继续保持并扩大与现有客户合作的同时加速推进新机种开拓，以支撑产能释

放，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按计划推进6号线项目建设，已进入试车爬坡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完成6号线的安

装调试及试生产等工作，具备量产条件；三是进一步加强物业类企业的各项管理标准，顺应市场的需求和

变化，做好华强北区域的更新改造工作，为持续提升物业经营效益创造了条件；四是积极推进冠华大厦建

设项目，完成了项目的备案手续，下半年将做好冠华大厦的招商引租的工作，使其尽快成为公司物业收益

新的增长点；五是进一步完善了“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公司根据盛波光电引入战略投资者后的经营及

发展安排，进一步调整、完善了规划内容，目前该规划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会，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尽快制定具体措施层层分解落实；六是抓好安全生产，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公司始终坚持不懈地抓好安

全生产隐患的排查治理，确保安全生产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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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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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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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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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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