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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2                               证券简称：*ST 中绒                            公告编号：2018-95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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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所有董事均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 

 

公司负责人战英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郝广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志敏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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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中绒 股票代码 0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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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由公司董事长战英杰女士代行董秘职责 徐金叶 

办公地址 
宁夏灵武市生态纺织园区宁夏中银绒业股

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楼 

宁夏灵武市生态纺织园区宁夏中银绒业股

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楼 

电话 0951-4038950 0951-4038950 转 8934 

电子信箱 office@zhongyincashmere.com xujy@zhongyincashm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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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188,587.04 718,836,689.10 2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4,135,706.67 -310,226,142.57 -2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09,775,187.52 -326,550,556.31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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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114,444.27 9,727,324.10 -913.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84 -0.1719 -27.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84 -0.1719 -2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5% -44.42%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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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7,888,661.12 12,156,319,654.59 -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2,589,793.06 1,906,961,098.7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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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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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中银绒业

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68% 481,496,444 0 

质押 481,496,000 

冻结 481,496,444 

恒天聚信（深

圳）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94% 360,000,000 0   

恒天嘉业（深

圳）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 34,444,000 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 31,283,148 0   

赵明海 境内自然人 0.56% 10,160,700 0   

吴斌 境内自然人 0.51% 9,115,789 0   

陆亚红 境内自然人 0.34% 6,200,000 0   

朱卫平 境内自然人 0.33% 5,932,000 0   

瞿伦青 境内自然人 0.32% 5,800,000 0   

唐宇 境内自然人 0.30% 5,356,49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第二大股东恒天聚信（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第三大股东恒天嘉业（深圳）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2、其余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瞿伦青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600,000 股，通过信用交易证券担

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00,000 股，累计持股 5,800,000；唐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2,088,498 股，通过信用交易证券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68,000 股，累计持股

5,35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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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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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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保”羊绒纺织主业，堵

住现金流亏损，强调止血；“转”机制、转方向，优化产品结构，优化营销团队，提高盈利能力；“减”低效资产等负担，使企

业轻装上阵；“稳”定生产经营，依托高端产业基地，发挥供应链及产业规模的协同效应。公司重新梳理了各项业务流程，对

内部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内控培训，严格执行各项内控制度，加强内控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力度，努力依法经营，

规范运作。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公司自身经营面临的困境，下半年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

况，查漏补缺，梳理和改进业务流程，严格执行内控制度，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

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聚焦核心主业，发挥产业链和装备、技术优势，做优做强羊绒产业，压缩低效产能 ，开展非主业战

略合作，坚持国际化、专业化、精细化指导思想，严格规范流程，开源节流，以提升效率和效益为抓手，促进公司稳定健康

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018.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2.45%；营业成本84,112.4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7.95%； 

主营业务毛利率4.44%，较上年同期降低10.74%；利润总额-38,577.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7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利

润 -39,413.5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7.04%。公司营业收入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亚麻制品和毛纺面料较上年同期增加,

今年新增部分羊毛原料销售；公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今年原料市场价格大幅上升40%左右所致。报

告期公司销售费用6,167.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5%；管理费用6,030.3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94%；财务费用27,600.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报告期公司资产总额1,167,788.87万元，较上年末下降3.94％；负债总额1,014,949.60万元，较上

年末降低0.91%，资产负债率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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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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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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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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