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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0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1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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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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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茂股份 股票代码 00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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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朝晖 高柱生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80 号 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80 号 

电话 （0556）5919977 （0556）5919978 

电子信箱 zhh_luo@huamao.com.cn zhsh_gao@huam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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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544,475.02 1,041,903,131.43 2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207,101.03 13,295,495.44 89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8,771,700.03 -54,860,026.93 2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114,419.13 -39,364,763.55 -18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0140 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014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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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0% 0.28%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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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8,390,144.35 7,871,983,480.37 -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61,813,995.14 4,495,245,942.80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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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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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40%     

天津泰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深圳抱朴容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抱朴

容易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4%     

林仁平 境内自然人 0.34%   冻结 3,070,000 

武汉市信德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武汉五洲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李军训 境内自然人 0.28%     

李宇剑 境内自然人 0.25%     

王孝花 境内自然人 0.24%     

徐先康 境内自然人 0.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②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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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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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华茂 01 112512 2022 年 03 月 31 日 56,600 5.42%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1.78% 40.70% 1.0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29 2.92 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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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走向分化，除美国外，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有所回落，部分新兴

国家的复苏势头正在减弱。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中美

贸易战既是经济战也是政治战，根本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在于中国的崛起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挑战和

威胁。在中美贸易争端和国内金融稳杠杆的环境下，国内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健。 

纺织作为我国最传统行业，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面对贸易战，核心还是努力降低各项生

产要素成本，生产性价比高、有特色的产品，更好的满足客户要求，为企业应对各种形势谋出路。 

报告期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公司管理层主抓销售，主动出击，加强内部控制，不断提高销

售人员的专业知识、沟通能力、吃苦精神、开拓意识等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生产运行管理方面加强

生产指标和质量指标的把控，努力提高产销率水平，不断加强成本控制，不断提高主营盈利水平。紧紧围

绕市场需求，围绕提升效益，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订单评审，“生产有效益

产品”。 

针对当前公司所面临的形势，2018下半年总体工作是围绕实现年初制定的目标，努力实现纺织主营盈

利。重点抓好销售工作，努力降低各项成本费用，在稳定员工队伍的同时，降低用工，提高劳动生产率。

做好安全、环保工作，安全始终是一项首要工作，坚持预防为主，要加强日常的检查防范，同时各部门也

须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加强督促检查，确保达标排放。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国泰君安2017年度分红3,505.02万元，获得光谷租赁2017年度分红438.59万元；

获得拓维信息、网达软件2017年度分红17.67万元；确认广发证券2017年度分红820万元；确认徽商银行2017

年度分红162.47万元；2018年上半年度出售广发证券1,161万股，回笼资金2.24亿元，获得投资收益

13,517.89万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广发证券2,050万股，持有拓维信息327.15万股，持有网达软件240万股；

持有国泰君安8,762.56万股，其中，用于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股票为4,936.50万股，融资余额合计5.0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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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3亿元，同比上升24.06%；实现净利润12,181.92万元，同比上升

3,542.47%，其中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3,220.71 万元，同比上升894.38%。基本每股收益0.14元，每股净资

产4.41元，本期公司净利润上升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处置广发证券获得投资收益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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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倪俊龙 

二○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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