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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3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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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化 独立董事 因事 薛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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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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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铭 金梅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电话 0510-88587333 0510-88993888-8702 

电子信箱 sx@sxcxgf.com sx@sxcxgf.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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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742,031.64 586,032,720.20 1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64,077.95 11,455,428.31 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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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412,342.73 11,310,574.85 3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44,722.39 -41,351,698.67 135.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9 0.0641 26.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9 0.0641 26.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1.3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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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206,644.71 1,293,420,814.41 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0,065,590.59 835,601,512.6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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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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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73% 115,742,190  质押 52,000,000 

章志坚 境内自然人 2.48% 4,432,726    

芮一云 境内自然人 1.58% 2,823,327    

倪海春 境内自然人 0.75% 1,332,804    

储熙凤 境内自然人 0.60% 1,070,128    

深圳市君盛天

弘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价值 1

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0.57% 1,019,461    

吴江市华东鞋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6% 1,010,053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中

小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1,003,420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农银汇

理消费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5% 990,200    

杨智慧 境内自然人 0.43% 76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章志坚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82,5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2%；股东芮一云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823,3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8%；股东倪海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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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22,804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0.63%；股东储熙凤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070,1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0%；股东深圳市君盛天弘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价值 1 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019,46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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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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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战胜了严峻市场形势带来的

困难和挑战，实现了企业经济总量的稳步增长。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8年度1-6月（元） 2017年度1-6月（元） 同比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571,848,814.30 526,655,534.79 8.58% 

主营业务成本 500,768,683.31 471,192,981.20 6.28% 

销售费用 5,770,685.98 6,194,853.64 -6.85% 

管理费用 42,141,924.80 31,825,849.48 32.41% 

财务费用 -86,642.06 1,975,544.32 -104.39% 

研发费用 22,084,199.31 17,227,897.21 2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44,722.39 -41,351,698.67 135.90% 

     主要变动情况说明： 

管理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0,316,075.32元，增长32.41%，主要原因系控股子公司苏州双象加

大研发投入、全资子公司苏州华申扩大生产增加管理人员工资支出等所致。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2,062,186.38元，下降104.39%，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母公司由于汇

率变动产生汇兑收益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6,196,421.06元，增长135.90%，主要原因系本

报告期母公司支付结算增加采用银行承兑汇票付款方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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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股东大会决议，认真履行各项职责，积极发

挥董事会的作用，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41,520.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42%，实现营业收入

66,474.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6.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6.26%；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为4.7541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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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唐炳泉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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