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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5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18-040 

欣龙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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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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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734,512.49 307,019,278.62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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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041,453.54 -33,877,040.51 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279,471.27 -18,552,311.44 -3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230,277.66 -36,427,746.60 -17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5 -0.0629 26.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5 -0.0629 26.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4.8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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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290,083.21 1,329,083,020.33 -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8,967,648.60 724,009,102.1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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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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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京南电商物流产业园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0% 31,216,000    

张伟 境内自然人 0.98% 5,276,900    

海南永昌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5,100,810  质押 5,100,000 

李小林 境内自然人 0.68% 3,657,900    

陈肖肖 境内自然人 0.66% 3,529,800  质押 3,529,800 

金佳琪 境内自然人 0.65% 3,490,389    

杨艳菊 境内自然人 0.62% 3,362,200    

河北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1% 3,300,270    

刘惠敏 境内自然人 0.61% 3,283,9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海南永昌和投资有限公司为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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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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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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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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但是受中美贸易摩擦、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所处

的非织造行业及下游卫生用品等行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公司顺应相关政策导向，围绕公司“大健康、大

医疗”的发展战略，快速扩大主业经营规模，通过创新发展不断提升公司的业务质量，增强公司的整体盈

力能力；并借助在海南省建设国际自贸区（港）的政策利好，弱化海南原有的区位劣势，运用公司的现有

资源，努力实现企业大规模发展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继续向好，共实现营业收入35,573.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5.87%；公

司无纺主业的经营规模及利润水平在上年度明显增长的基础上保持了持续上升势头，其经营规模增长显

著，盈利能力亦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无纺制品和医疗健康产业均在稳步推进，经营规模有所增长。但由于

公司加大了对无纺终端制品及大健康、大医疗项目的投入，前期费用有所增加从而影响了公司的整体盈利

水平；同时，湖北基地的化工项目因市场和受环保政策等影响处于停产状态，亏损依然严重。报告期内公

司最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04.1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883.56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20,029.01万元，负债总额47,077.42万元，所有者权益72,951.59万元，资产

负债率3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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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海南基地、湖南基地和湖北基地的无纺卷材项目的管理，从提升产品品质、加强品种创新

及扩大产业规模上着手，做大做强无纺主业以保持并夯实公司在无纺行业中的领先地位；通过对设备进行

局部改造，以不断挖掘设备产能潜力。公司海南基地、湖北基地的水刺线和湖南的SMS线的产量均创历史

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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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和11.85%，同时，水刺产品毛利

额也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熔纺产品因受原料市场价格的上涨及下游市场竞争加剧

的影响毛利额有所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天然、抑菌、安全、环保”的产品理念经营无纺制品。创新推出了汉麻婴

儿纸尿裤和汉麻婴儿拉拉裤，升级了汉麻棉柔真透气卫生巾产品，使欣龙汉麻系列终端产品覆盖了妇女卫

生巾、婴儿纸尿裤、婴儿拉拉裤、干巾、湿巾、家用清洁擦拭等多个品类，主推的汉麻系列产品，凝聚了

欣龙多年来的科技攻关众多成果，形成了许多独有的专有技术。同时，在市场推广方面，坚持线上、线下

同步推进，在线上建立了天猫、淘宝、微商城等销售平台，线下继续推进与渠道经销的合作，建立从工厂

到门店的经销途径；并借助公司“PurNatural欣龙”被央视等主流权威媒体确定为“大国品牌”，在央视1套、2

套和4套多次播放其宣传片的时机，加大了产品的宣传、推广和销售力度。 

3、公司的健康、医疗项目目前处于稳步发展阶段，经营规模逐步增长，报告期营业收入占整体营收

比例有所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下属医院的专业化管理，大力拓展医疗服务业务，积极寻求对外合

作，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医院的知名度逐步提升；同时抓住国家把发展中医药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良机，加强生物制药原料基地的建设及运营，同时，依托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撑，加快标本兼治植物降压

药的研制及医院制剂和保健品的申报工作。目前，除了中药制剂品种-杜仲治本降压片已经获得相关政府部

门正式受理、正在积极争取尽快获得生产批件外，公司还在研发新的中药制剂品种，并已向国家申请了专

利，目前尚处于专利公示期；公司丹东生产基地上半年也基本完成生产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4、报告期内公司在东北地区的油品贸易业务及海南地区的橡胶贸易业务拓展顺利，业务稳步增长，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5.15%。大连欣龙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一方面不断扩

大东北地区加油站油品贸易，同时积极参与中铁建铁路项目油品采购招标，报告期内新中标中铁十四局集

团有限公司牡佳客专四标柴油项目。报告期各类油品贸易实现营业收入8,000.2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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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聚焦优势主业，整合并优化现有资源配置。目前正在着手宜昌化工的剥离事

宜。 

 6、报告期内，公司为了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利用少量闲置资金进行了证券等金融性资产投资。

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投资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共计产生了262.62万元的投资损失。 

7、报告期内公司本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使得公

司的科研创新再上新台阶。公司围绕个人卫生护理、美容化妆、医疗卫生、高端洁净等领域，与相关科研

院所就非织造材料在生态环保、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合作研究。在报告期内，公司科研

部门向国家申请了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8、公司围绕“大健康、大医疗”企业战略目标，不断加强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

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坚持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重视对人才的吸纳、培养与激励，着力狠抓内部人才培

养和选拔工作，建立后备人才梯队，为各业务系统的年轻人才晋升提供通道；加强业务能力和企业文化培

训，不断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公司还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开展公司的企业文

化建设，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9、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联系，切实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和治

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高管人员参加了“海南辖区上市公司2017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活动，通

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 2017年年报披露、财务数据、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发展战略、经营状况

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直接的沟通与交流。 

（二）公司2018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共完成营业收入35,573.45万元，实现毛利4,110.75万元，综合毛利率为11.56%，营业收入

和毛利额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871.52万元、547.88万元。最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504.15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883.56万元。 

    1、盈利能力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的水刺项目经营形势良好，产销量稳步攀升，水刺产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12%；

虽然主要原材料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波动，但公司同期调整了产品销售价格，同时因产能提升导致能耗和

单位折旧费用降幅较大，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本年度毛利率17.23%，同比增长0.47个百分点，销售毛利

额同比增加226.11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无纺深加工制品销售大幅增长，收入较上期增长25.99%，因受原材料价上涨及产品

售价上调滞后的原因导致毛利率从上年同期的19.73%下降至15.60%。 

（3）报告期熔纺产品因湖南欣龙的产品产销转旺，收入较上期增长11.85%，但因受原料市场价格的上

涨及下游市场的激烈竞争影响到盈利能力下降，毛利率同比下降了4.99个百分点，毛利额减少156.71万元。 

（4）报告期子公司宜昌欣龙化工项目因受环保政策的影响继续停产，整体经营亏损严重，共产生亏损

额323.59万元。 

（5）报告期内公司石油和橡胶等贸易业务稳步增长，实现营收9,509.70万元，同比增长35.13%。实现

毛利额183.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5.42万元。 

（6）公司于2016年下半年收购和组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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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上述公司逐步进入正常营运，收入较上期增加773.79万元，同比增长

171.69%，其中医疗服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3.24万元，医药贸易收入较上期增加740.55万元。但由于上

述项目均处于营运初期，整体规模不大，且前期投入较多，导致公司的医药板块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 

     2、片区经营状况分析 

    （1）报告期内海南片区因水刺项目经营情况良好，订单供不应求，水刺产品及其制品销售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加2,115.56万元，增长率20.31%。  

    （2）中南片区宜昌市欣龙化工的磷酸二氢钾项目处于停产状态，公司在做剥离前的清理工作，产品销

售量出现下滑，销售收入同比下降5.77%。但受子公司湖南欣龙的SMS线项目、宜昌欣龙卫材纯棉水刺项

目产销转旺的影响，该片区整体销售额较上年增加1,573.78万元，同比增长34.53%。 

    （3）华东片区上海欣龙联合公司的水刺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减少了14.01万元。 

    （4）华南片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4.31%，毛利额同比增加253.68万元，毛利率因广东聚元堂经营模

式的调整同比下降了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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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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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东北片区因子公司大连欣龙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油品贸易业务拓展顺利，销售额稳步攀升，同比

增长21.82%。 

    （7）西南片区因2016年下半年组建的贵州欣龙上医堂医院有限公司逐步进入正常营运，销售收入同比

增加18.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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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注销了全资子公司武汉欣龙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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