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287                                        公司简称：江苏舜天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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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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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过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验证，审计调整后，公司（母公司）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83,416,036.78 元，净利润

72,562,599.68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实施利

润分配： 

1、提取 10%的净利润 7,256,259.97 元列入法定盈余公积金。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65,306,339.7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89,967,776.77 元；扣减 2018 年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支付的普通股股利

34,943,685.92 元；公司 2018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20,330,430.56 元。2018 年

度，公司拟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436,796,074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

（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34,943,685.92 元。 

3、分配后剩余利润 385,386,744.64 元转入下年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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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舜天 6002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焱 叶春凤 

办公地址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南京市软件大道21号B座 

电话 025-52875628 025-52875628 

电子信箱 ir@saintycorp.com ir@saintycor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由贸易和投资两部分组成。贸易业务方面，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双

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一方面，做优做强存量，稳步发展以服装为核心的贸易主业，

包括服装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增量，开发“错位化、差异化、

门槛化”的新型特色市场业务，主要以监控化学品特许经营、核电用材投标业务、央

企供应链境内外联动合作等国内贸易业务以及海产品进出口业务为主，产品主要包括

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钢材、各类援外物资和海产品等。投资业务方面，以金融服务

业投资为主，兼具 PRE-IPO、PE 投资等。同时，公司在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若干领

域内，积极审慎地寻找符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需要的、具有较高端科技含量的、

处于细分市场第一方阵内的优质投资项目，利用并购、重组等资本市场手段，促进公

司新的战略增长点加速形成，并做好投后管理，实现股权投资的资本增值。 

经营模式： 

服装出口贸易的主要流程，公司通过设计、打样、报价、洽谈等环节与海外客户

签订出口合同订单；委托公司所属服装生产企业或者社会力量生产企业加工出口订单

产品，经过生产跟踪、质量检验等环节后，收购生产企业加工成品；通过报关出口、

国际货运等环节，将出口产品转售给海外客户，收取货款，结算加工费，核销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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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退税。 

服装国内贸易业务模式与服装出口贸易基本类似，其与外销业务的主要区别在于

货运方式和结算货币。 

监控化学品特许经营业务主要模式是化工产品国内贸易；核电用材投标业务主要

模式是工程项目招投标；央企供应链境内外联动合作业务主要模式是钢材、机电产品

以及援外业务为主的国内贸易。 

化工产品、钢材、机电产品国内贸易模式较为一致，主要业务环节是公司通过各

类商务拓展和洽谈活动，取得客户的产品需求；利用自身的各类资质、渠道，寻求符

合客户需求的产品供应商；并通过自身的资金实力、市场信誉、整合能力，为客户提

供性价比最优的产品与服务；与上、下游客户和供应商分别签订销售合同和采购合同，

期间做好订单跟踪、配套服务等相关工作，确保采购和销售合同得到有效履行，并结

清上下游款项。 

工程项目招投标以及援外业务模式比较类似，主要是公司获取商务客户和商务部

的公开招标信息后，研究招标需求，筛选国内供应商并开展询价等业务活动；制作投

标文书，参与招标；若中标，即根据投标文书的计划开展国内采购和供货准备，完成

货物交付后，开票收款。 

海产品进出口贸易，在当前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公司在国内海产品消费市场

的多个细分领域内积极开拓市场，提升国内市场份额，利用高效合理的营销策略，建

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地位。公司已经和数家国际知名的海产品供应

商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确保货源品质与供给。此外，公司还积极开发生产基地，

与海产品加工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了完整的国际贸易+国内贸易服务产业链，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业绩驱动因素以及行业情况： 

1、进出口贸易业务 

进出口贸易业务收入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国际经济景气度、汇率波动、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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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价格。 

2018 年以来，尽管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上升，但全球货物贸易仍然

保持平稳较快复苏态势。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实现进出口 4.6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2.6%，其中出口 2.4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9%。然而，服装

出口行业却面临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提升、订单转移加速的不利局面。据海关总署发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服装及衣着附件2018年累计出口1,578.60亿美元，同比增长0.3%。 

本公司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组织评比的 2017 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百

强榜中排名第 34 名。 

2、国内贸易业务 

国内贸易收入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国内经济的运营态势、生产成本要素价格、国

内商业企业的信用水平以及公司整合国内供应商的能力等。 

2018 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旧动能

接续转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力度明显加大，民生

福祉持续增进。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0.0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8.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64.57 亿元，增长 5.9%；据 IMF 独立统计，中国 2018 年度经济

增速达到 6.6%，远超发达经济体 2.3%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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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974,605,802.19 3,932,955,932.43 1.06 4,413,292,245.65 

营业收入 5,364,499,251.95 5,499,472,798.93 -2.45 4,750,509,49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5,437,000.43 82,891,332.04 3.07 46,996,16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617,166.33 35,350,370.59 23.39 39,969,63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26,716,386.49 1,736,953,664.58 5.17 2,083,545,49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7,738,777.44 -61,974,093.85 不适用 141,283,32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56 0.1898 3.07 0.1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8106 4.35 

增加0.46个

百分点 
2.8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73,004,500.45 1,296,999,640.17 1,359,240,156.08 1,435,254,95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83,841.37 37,027,100.51 20,483,228.02 11,942,83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609,890.79 7,818,814.59 19,439,621.88 748,83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26,327.04 149,156,135.47 -154,834,667.61 62,490,982.5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8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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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0 218,278,355 49.97 0 无  国有法人 

魏玉芳 300,700 2,740,300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子晖 0 2,738,900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 
0 2,206,072 0.51 0 无  国有法人 

钟斌 98,500 1,687,000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0 1,570,937 0.36 0 无  国有法人 

陈丽莹 0 1,327,300 0.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文炯 22,400 1,314,400 0.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区铭杰 20,000 1,180,000 0.2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秋秋 41,310 1,125,810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舜天集团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情形；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情形。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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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实现营业收入 53.64 亿元，同比减少 2.45%；

实现利润总额1.57亿元，同比增长11.0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543.70

万元，同比增长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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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了以下调整：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

产”及“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项目归并

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

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

款”及“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将“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

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期初及上期（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174,582,613.5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50,137,373.24 

应收账款 375,554,759.73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72,620,595.99 应收股利 3,881,267.33 

其他应收款 68,739,328.66 



10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固定资产 313,477,476.42 
固定资产 313,477,476.42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344,430.71 
在建工程 1,344,430.71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390,015,5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37,881,174.71 

应付账款 447,865,674.71 

应付利息 375,696.06 

其他应付款 88,297,647.36 应付股利 18,204,525.00 

其他应付款 69,717,426.30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如下表所列示如下：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江苏舜天盛泰贸易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江苏舜天盛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苏州华亚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洪泽舜天行健制衣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行健贸易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句容泰科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泰科服饰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扬州泰科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信兴制衣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信兴工贸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南京苏星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西服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江苏舜天翔宇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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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九之1在子公司

中的权益”；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