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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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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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港文化 601599 鹿港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国栋 芮雪 

电话 0512-58353258 0512-58353239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

业区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工

业区 

电子信箱 info@lugangwool.com info@lugangwo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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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7,987,929.29 6,410,262,012.45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60,191,493.43 2,584,103,990.05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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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69,253.85 -665,107,806.48 74.17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826,605,898.55 1,603,213,663.09 1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0,566,838.14 73,112,085.15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927,944.52 68,451,302.68 -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69 2.71 减少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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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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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文龙 境内自

然人 

13.3 118,923,722 0 质押 108,000,000 

陈瀚海 境内自

然人 

7.26 64,905,478 16,191,368 质押 47,890,000 

吴毅 境内自

然人 

6.9 61,649,148 0 冻结 61,249,148 

钱忠伟 境内自

然人 

5.31 47,511,006 0 质押 20,500,000 

缪进义 境内自

然人 

5.31 47,499,404 0 质押 20,500,000 

张家港市金城融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未知 3.03 27,098,810 0 无 0 

陈海东 境内自

然人 

1.04 9,268,000 0 质押 1,700,000 

黄杨 境内自

然人 

1.03 9,175,990 0 无 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定

增英百力 2号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0.81 7,242,602 0 无 0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上 未知 0.80 7,190,310 0 无 0 



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前十名的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中，钱文龙、

吴毅、陈瀚海、钱忠伟、缪进义、陈海东、黄杨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2）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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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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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延续整体增长态势，国际贸易继续增长，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上升，

但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有所分化，世界经济边际增长动能有所减弱。同时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主

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危机、美联储加息、地缘政治冲突等也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风

险。面临中美贸易争端和金融去杠杆、银行收缩贷款额度、环保核查风暴等，特别是影视行业发

生的“崔永元事件”等一系列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均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资

金方面影响尤为突出。 

2018年上半年，公司按年初暨定的经营目标，扎实稳妥做好纺织产业，同时想尽办法、筹集

资金、支持影视文化方面的需求，按年初目标，顺利完成了《一步登天》、《决胜法庭》、《爱拼才

会赢》、《摸金符》等电视剧、网剧的拍摄。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2,660 万元，同比增

长 13.93%。 

(一)纺织板块，业绩稳中有升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丰富纺织各条线产品结构，以市场快速反应服务



赢得品牌客户。 

（1）在客户推广方面，公司推广的形式灵活多变，针对不同客人不同品牌共设计制作了不同

风格色调的趋势板 100 多张。7月 2-4日、7月 17-19日顺利参加了巴黎、纽约秋冬展会，推出了

自主设计研发的全新系列产品，吸引了众多下游厂商的关注。通过参展国际行业顶级展会，既体

现了公司的实力及完整产业链优势，提高了公司产品在国际纺织品市场层面的影响力，又能帮助

企业获取众多国际优质客户资源信息，在开拓新市场和挖掘潜在客户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2）产品研发中心以多开发以纱染为主的花式纱，从而适应客户短、平、快的发展趋势和要

求。同时对条线新增的钩编机和雪尼尔设备加以综合利用，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客人。配合销售条

线继续加大了配合销售抢抓订单的日常开发，顺应当下以快时尚为潮流的众多品牌客户，进行不

间断开发服务。 

（3）依托公司设备及开发优势，规划了条线系列产品布局，毛绒条线以时尚花式纱及精纺紧

密纺羊毛为系列重点，衬托对应产品品牌，在花式上以 PAFA设备为基础，坚持立足高档原料、高

品质、高难度工艺的花式纱。精纺则以抗起球效果好的高品质紧密纺全毛已打入高端品牌。毛腈

条线则立足于产品结构调整，一方面达到了产品结构转型目的；另一方面，为销售培养出了新的

主力品种。 

（4）攻守结合，香港公司全力出击拓展海外市场，主要围绕高档类精纺和花式纱为主。服务

中小型客户，增加高盈利销售。内销组和上海办开拓羊剪绒、毛皮市场，进一步扩大内销市场。

欧洲组在守住 HM的同时，持续开拓 ZARA等欧洲市场，维持车间的生产产能需求。UQ组要在守住

优衣库的同时开发无印良品等优质的潜力客户。美国组和 GAP 组，以攻为主，持续开发新品，引

导客人，主要目标 BR和 CK及马可波罗等中高档客人。 

（5）质量控制工作落实到生产过程中，利用现代通信设备提前进行信息沟通和预防，结合各

车间生产品种特殊性进行控制，建立车间自查和科室抽查的模式，及时把销售客户意见和自查发

现的问题共享研究，员工相互监督和提高。对影响后道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坚决进行返工和赔偿处

理，提高服务意识。 

（6）为了进一步完善丰富产品结构，补齐在钩编机与雪尼尔领域近两年内外销火爆的短板，

经过公司领导层的决策，上该类产品设备，通过同纺机厂研讨，同行学习取经，外聘相关内行等

手段，结合市场品种大货生产练兵，穿插相关特色品种开发，报告期内，根据条线现有平台，进

一步加强产品系列化、纵深发展。具体在精纺包芯产品上推陈出新，形成不同风格不同针型的系

列，在钩编机上开发高速带及花式效果独特的领先同行产品、在雪尼尔上则以改善传统雪尼尔纱



线缺陷为亮点，形成防掉毛系列，并在后续向高支系列发展。同时在开发上注重新材料、新工艺、

新技术的应用，例梳毛机项目结合新材料、特种纤维在精纺与花式纱上的开发应用，增大产品拷

贝的难度尽可能延长特色产品生命力。为后续产品结构调整增添渠道。 

（7）快速反应的市场需求亟待供应链整合优化。强化经营科力量，完善外加工体系。建立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构建全渠道销售服务网络，销售团队共同参与前线。 

（8）在完善部门绩效合同内容上吸取以往不足，引入新思路，一切围绕激发团队上下工作和

学习的积极性，开发创新的饱满激情为关键。同销售与客户做紧密沟通。及时了解客户与市场信

息，贯彻样品开发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从客户需求分析到样品实施各工序直至交付客户。听取反

馈调整等一系列环节，加强跟踪关注，尤其是重点开发需深入到各环节，把好样品的交期与品质

关，同时加强与涉及条线多作沟通，优化开发流程，拓宽开发资源，为销售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二）影视板块，攻坚克难，负重奋进 

报告期内，世纪长龙和天意影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制作和发行多部优良精品影视剧，并

积极扩展电影发行业务。 

 (1) 报告期内，电视剧《美好生活》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优酷视频播放，收视率及口碑

良好，体现了公司精品电视剧的制作能力。同时公司参投的《红海行动》、《幕后玩家》、《21克拉》

等作品均按计划上映，为公司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 

（2）报告期内，公司拍摄的《姥姥的饺子馆》、《许你浮生若梦》、《一代名相陈敬庭》等成功

完成制作及发行，其中《许你浮生若梦》将于 9月在优酷独家播出，《一代名相陈敬庭》已定档 9

月于中央电视台播出，《姥姥的饺子馆》已定档中央一套，其中《姥姥的饺子馆》入选广电总局纪

念改革开放 40周年首批百部重点电视剧推荐剧目名单。由于上述电视剧均未在 6月底前取得销售

合同，收入及利润确认预计在下半年度。世纪长龙为完成年初目标，在确保上述已发行剧目尽快

确认收入和利润的前提下，加快现有已拍摄剧《爱拼才会赢》《樵夫廖俊波》《中邪》等作品的发

行和上映，同时寻求好的项目资源进行投资。 

（3）报告期内，影视行业先后经历了“崔永元事件”等各种持续发酵事件的影响，导致该行

业的发展短期内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压力，银行也不断对该行业收缩贷款额度，种种因素导致该

行业举步维艰，市场中不少拍摄剧组被迫中止或解散，计划拍摄的剧目也被迫延期，在此环境下，

公司克服困难，维持纺织业正常生产及投入及在资金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年初开始

投入的电视剧《一步登天》、《决胜法庭》、《爱拼才会赢》、网络剧《摸金符》、电影《樵夫廖俊波》



等拍摄，截止目前为止，上述剧目已全部完成拍摄，进入后期制作及发行阶段，预计将在年内完

成销售并确认收入。 

（4）下一步，公司继续筹备电视剧《政和书记廖俊波》、《曹操》、《生死巴格达》、《亲爱的老

爸》等作品的筹备拍摄，当然，由于政策及资金等因素的影响，《曹操》、《生死巴格达》等大型剧

目可能会比原定计划有所延期，同时，公司计划到年底或明年初启动项目，同时，公司将采取先

启动其他项目等措施，确保天意影视等公司业绩目标的顺利完成。 

（5）下半年，为支持影视板块的持续发展，公司将加大应收款的催收力度，同时催促《红海

行动》《21克拉》《一出好戏》等电影的票房结算、争取及时回款，为公司影视板块的下一步发展

筹措充足的资金。 

（三）其他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投资长春农商行的股权，获得一定的年度分红收益。 

报告期内，酒店行业虽然经营稳中有升，张家港美伦已基本止损，但洪泽美伦仍有一定的亏

损。下一步，公司将根据上年度经验，并结合区域消费特点，贯彻“保证客房收入，扩大餐饮客

员，全面提升经营业绩”为原则，在努力提升营业收入的同时，在人力资源成本、消耗、营业成

本等支出方面科学降低各类费用，保证利润最大化，尽快实现扭亏为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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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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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