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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5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17－044 

欣龙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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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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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龙控股 股票代码 0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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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英 汪燕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2号帝豪大厦 17层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2号帝豪大厦 17层 

电话 （0898）68581073 （0898）68585274 

电子信箱 xlkg@xinlong-holding.com xlkg@xinlong-hol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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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19,278.62 217,413,363.82 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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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877,040.51 -11,765,042.07 -18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552,311.44 -12,271,875.24 -5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427,746.60 -34,746,947.44 -4.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9 -0.0219 -187.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9 -0.0219 -18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4% -1.75%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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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536,213.45 1,186,271,730.79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3,006,288.34 716,883,328.85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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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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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3% 90,098,591  质押 90,040,000 

财达证券－工商银行－财达欣龙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5.86% 31,555,0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3.09% 16,620,000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 12,455,480    

张碧华 境内自然人 1.81% 9,730,000    

张旭 境内自然人 0.74% 4,000,000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6% 3,529,800    

刘惠敏 境内自然人 0.61% 3,283,973    

程洁 境内自然人 0.56% 3,000,000    

张加茂 境内自然人 0.42% 2,260,000  质押 2,2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财达证券－工商银行－财达欣龙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欣龙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本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持股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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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十三五”规划落地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国内经济温和复苏，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逐渐增强，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公司所处的非织造布制造行业迎来了发展的

好时机，市场需求量高速增长，但由于华东地区前期上马建设的新生产线陆续投产，导致市场竞争形势仍

然激烈，给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订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谨慎研判市场形势，大力推进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工作，积极构建新的竞争优势，从管理要效

益，狠抓内部控制和精细化管理。实施创新驱动，并加强新型技术的研发和专利保护，为企业发展积储后

劲。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总体经营形势好转，共实现营业收入30,701.93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了41.21%。公司无纺主业在生产经营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提升，海南及湖南基地的无纺新项

目整体经营情况明显好转，经营规模大幅增长，盈利能力显著增强。但由于公司加大了对无纺终端制品及

大健康、大医疗这两大集团战略项目的投入，前期费用有所增加；同时，湖北基地的化工项目因市场竞争

和受环保政策等影响仍然处于低迷状态，亏损情况较严重；此外，公司报告期内证券投资和文化产品投资

等金融资产投资因受市场影响未能达到既定目标，暂时性出现了较大额的投资损失。导致最终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87.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亏损2,211.20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24,953.62万元，负债总额53,457.08万元，所有者权益71,496.54万元，资

产负债率42.78%，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抗风险能力较强。 

（一）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继续加强内生式发展，从数量和质量上着手做大做强无纺主业，稳固了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一方面，对旧的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不断挖掘设备产能，解决当前供不应求的瓶颈问题，从规模要效益。

同时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经营理念，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加大了对新品的开发

力度，陆续推出了适销对路的高附加值新品，努力在红海中开创蓝海；对新上项目通过稳定产品质量，积

极开拓市场等多方发力。在此促进下，海南基地的募投项目水刺线和湖南的SMS线产能得以更大化利用，

设备开机率不断提升，产量创历史新高，订单不断增加，盈利能力逐步提升，公司水刺卷材和熔纺产品的

营业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8.99%和252.94%，毛利额也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无纺终端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宣传力度。公司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利用自身

拥有的品牌和技术等核心竞争力，依托国家非织造工程中心所具有的强大技术力量，成功研制出了具有显

著天然抑菌性的汉麻纤维水刺非织造材料，并将其成功应用到个人护理用品领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天

然抑菌、透气防血/尿渗漏的妇婴用品，助力公司从无纺卷材向无纺终端制品的战略转型。其在市场上取

得了较好的成效。 

3、公司上一年切入的“大健康、大医疗”项目目前处于基础起步状态，发展以内源为主，以研发大病

种特效药为核心。贵州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病种特效药的研制和报批工作，已取得当地药监管理部

门的受理文件，目前正在审核中，争取尽快获得生产批件后生产上市；同时丹东欣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

前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积极为公司的野生生物原料药资源及后续的生物制药开发做准备。 

4、报告期内公司在东北地区的油品贸易业务拓展顺利，与中铁集团合作的石油贸易业务稳步增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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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收入7,037.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41%。 

5、子公司宜昌欣龙化工的磷酸二氢钾生产线因受环保政策的影响继续停产，目前仅生产部分高效水

溶肥，整体经营状况仍然低迷。为了减少亏损，公司正在积极寻找合作方，拟采取重组或股权转让等方式

对其进行处置。 

6、报告期内，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了证券、文化产品等金融性资产投资。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

投资未达到预期效果，产生了1,693.60万元的投资损失，其他权益投资产生损失126.60万元。 

7、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自身软实力的发展，积极推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优化科研及产

品质量，提升科技品质效益，以质量为核心提升全面质量管理水平，牢固树立“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的责

任意识，加强生产中每一个环节的质量控制。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和科研工作的统筹考核，科研创新工作再

上新台阶。通过改革提升了企业的活力，逐步将公司打造成高效运转的现代化企业。 

8、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资本运营工作，组建了投资事业部，聚集了一批资本运营专业人员，正式启

动外延式的并购扩张工作。正在多方寻找和甄选符合公司并购条件的标的，重点选择跟现有无纺主业高度

协同的无纺制品销售渠道和医药健康盈利标的，以实现快速提升企业业绩的目标。 

9、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盘活土地资产的工作，由于受海南省“两停三限”政策的影响，要快速开发运

用土地资产尚存在诸多客观上的困难。接下来公司将积极引进和联合第三方，共同打造符合海南国际旅游

岛战略规划的重点项目，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尽快完成土地规划、变性、报建工作，早日实现建设开工以

增加土地开发收益。 

10、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及北京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军、民用无纺产品与技术方

面开展了军民融合式科研合作。公司组织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力量，已成功研制出汉麻纤维混纺水刺非织造

材料，并在此材料的基础上试制出了后加工产品投放市场。公司将继续在汉麻纤维及将其运用于水刺无纺

材料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推进该材料在军需品方面的应用，为公司军用产品开发奠定良好基础。 

    （二）公司2017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分析 

2017年度上半年完成营业收入30,701.93万元，实现毛利3,562.87万元，综合毛利率为11.60%。因受证

券投资和文化产品投资亏损，以及对医药和无纺终端制品两大集团战略投入加大导致费用增加的影响，报

告期内营业利润出现了亏损3,641.64万元。最终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387.7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了2,211.20万元。 

    1、盈利能力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的募投水刺项目经营形势良好，产销量大幅增加，水刺产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8.99%；

尽管受原材料上涨的影响导致水刺产品的毛利率同比下降2.58个百分点，因水刺产品销售收入增长幅度较

大，其毛利额同比仍然增加636.15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无纺深加工制品销售收入较上期增长6.46%，因受原材料价上涨及产品售价滞后上

调的原因导致毛利率同比下降4.53个百分点至19.73%。 

（3）熔纺产品因湖南欣龙产销量大幅增长的影响，报告期毛利率同比上升了13.19个百分点，毛利额

增加383.30万元。 

（4）子公司宜昌欣龙化工的磷酸二氢钾生产线因受环保政策的影响继续停产，目前仅生产部分高效水

溶肥，整体经营状况仍然低迷。为了减少亏损提升盈利能力，公司正在考虑将其进行清理和处置。 

（5）报告期内公司石油和橡胶等贸易的经营稳定，毛利率和毛利额跟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6）公司去年下半年新收购和组建的广东聚元堂药业有限公司、海口新欣华医院有限公司和贵州欣龙

上医堂医院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内开始营运，医疗医药收入同比增加了338.63万元，毛利率同比增长11.67%。

但由于上述项目刚启动不久，营业规模未能迅速拓展，前期费用投入较大，导致公司的医药板块整体上暂

时处于亏损状态。 

     2、片区经营状况分析 

   （1）报告期内海南片区因募投水刺项目经营情况转好，水刺产品及其制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4,876.12万元，增长率88.05%。  

   （2）中南片区宜昌欣龙化工的磷酸二氢钾产品销售量出现下滑，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6.15%。但受子公

司湖南欣龙的SMS线项目产销情况好转，销售额较上年增加3,133多万元的影响，该片区整体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了203.87%。 

   （3）华东片区因受子公司上海欣龙衬布制造公司停产的影响，销售收入同比减少了85.43万元。 

   （4）华南片区因子公司广州欣龙联合公司水刺产品销量减少，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25.38%。但受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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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广东聚元堂药品销售毛利高的影响，毛利额同比增加187.86万元，毛利率同比增长了17.22个百分点。 

   （5）华北地区因子公司北京欣龙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刺产品销量减少，导致该片区销售收入同比减少了

86.62万元。 

（6）东北片区因子公司大连欣龙石油公司的油品贸易业务拓展顺利，销售额稳步增加，同比增长4.49%。 

（7）西南片区因去年下半年组建的贵州欣龙上医堂医院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内开始营运，销售收入增加

38.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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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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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北京欣龙五洲科技有限公司。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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