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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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牟晨晖 因公务出差 朱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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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民股份 6009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军晓 朱利琴 

电话 0571-82551588 0571-8255158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

民村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

民村 

电子信箱 hmgf@hmgf.com hmgf@hm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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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1,181,734.41 6,544,543,178.99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409,321,161.23 4,294,780,896.76 2.6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4,200,667.88 388,406,109.12 11.79 

营业收入 3,464,364,517.81 3,925,598,432.28 -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3,250,109.59 301,211,775.79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38,674,324.63 276,491,781.18 22.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31 7.97 减少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0 0.00 

每股收益计算说明：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航

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547 号），核准公司向航民实

业集团发行 56,141,975 股股份、向环冠珠宝发行 53,940,329 股股份购买航民百泰 100%股权。2018

年 12 月 17 日，航民百泰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8 年 12

月 20 日，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登记完成后，公司新

增股份的数量为 110,082,304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110,082,304 股），总股本变更为

745,392,304 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中纳入合并日之前财

务报表合并范围的股权比例，应为合并中自最终控制方购买的股权比例。因此 2018 年半年度每股

收益计算所对应股本为 691,451,975 股。 

因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9 年 5 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以未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 2.5 股，需按照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故在计算

2018 年半年度每股收益时，对应股本调整为 1,002,605,364 股；计算 2019 年半年度每股收益时，

对应股本为 1,080,818,84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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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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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73 396,965,356 81,405,864 无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11 120,025,003 0 无 

  



 

 

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7.24 78,213,477 78,213,477 无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6 23,315,838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未知 1.90 20,582,767 0 无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

村经济合作社 

未知 
1.78 19,196,550 0 无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15 12,397,52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4 12,322,171 0 无 

  

陈国潮 未知 1.09 11,743,550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2 11,018,78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位列前

10 名的其它 9 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除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位列前 10 名的其它 9

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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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国内经济转型的阵痛，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全球供应链和企业发展信心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

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加大。从公司所涉及的印染业看，经营受到“市场需求下滑、染料价格

上扬、绍兴地区印染产能大量释放”所带来的较大压力；黄金业务因金价上涨较快、消费者购买

观望以及大克重需求减少，对业务订单带来一定影响。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公司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紧扣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变化，聚焦主业提升，聚焦创新驱动，

聚焦精细管理，聚焦绿色发展，聚焦队伍建设，经营效益基本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46436 万元(合并报表），同比下降 11.75%（主要系黄金饰品批发业务销售量同比下滑所致）；

实现营业利润 44846.6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32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32％；实现每股收益 0.30 元，同期相比持平。 

主要措施是： 

在项目建设方面，钱江印染二车间标准化厂房改扩建工程基本完工，订购的设备陆续到位，

为产品结构优化和产能扩大打下良好基础；航民百泰黄金首饰产业园建设推进顺利，旧厂房改造

项目一期建设开工，厂房地下室工程基本完工；合同精机新车间厂房已完工，管道、行车、设备

等安装工程有序进行。 

在技改创新方面，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不断加强技术改造，提高创新能力，努力保

持行业领先水平。各印染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引进新产品，积极拓展中高端市场，

持续开展绿色纺织品等验厂认证，品牌客商供应链管理取得新进展。航民百泰开展“创新基金项

目”评审，创新立项 200 个，致力开发的“5G”新品、泰古产品，销售良好。 

在精益管理方面，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管控能力，推动企业大系统

不断升级。 

 

下半年形势和主要工作打算 

下半年，公司依然面临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

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国外纺织印染的成本优势

明显，国内纺织印染的竞争层次拉高，尤其绍兴地区印染企业集聚入园，技术装备提升，产能大

量释放，公司面临新的“高大上”同质化竞争，这不仅仅是成本端的竞争，更是技术、人才、管

理、品牌和商业模式的全面竞争，考验着公司印染业的竞争力；染料助剂、煤炭价格易升难降，

企业利润承压；印染、热电两行业的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入开展，浙

江将全面执行国家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尤其随着杭州大湾区建设和城市国际化进

程加快，公司厂区位置已从原有的乡村区域上升为城市重要区域，行业发展标准不断提高或面临

新的政策调整风险；国内老龄化趋势加快以及行业传统认知，对航民产业用工提出挑战，要按照

“科技、时尚、绿色”行业新认知，紧跟“信息技术、纺织技术、材料技术、文化创意的深度交

融以及产业智能转型”，提升企业科技含量，提高行业的文化时尚元素，增强行业对年轻劳动者的

吸引力和培养力；公司新兴产业探索艰难，短期内造成了阶段性闲置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公司经营班子将认清形势，正视差距不足，凝心聚力攻难关、抓短板、补弱项、增优势，以

确定性的工作应对不确定性的形势。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下半年着重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聚焦主业提升。重点加强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技术与传统生产加工技术的融合，实

现生产管理从劳动密集型向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转变。加快推进航民百泰黄金时尚产业园建

设和航民合同精机新厂房扩建投产。非织造布尽快发挥新产能优势。 

二是聚焦创新驱动。加大产品开发和工艺革新的投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打造高附

加值的拳头产品集群。加强技改项目的投后管理，把技改后的先进技术装备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效益优势。 

三是聚焦精细管理。发扬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认真扎实做好每项工作。以提高产品一次合

格率、降低回修率为突破口，认真查找质量薄弱点，开展质量攻关，切实提升质量可靠性和交货

期的保障性。改进供应链管理，发挥整体采购优势，密切关注市场价格波动，降低采购成本。持

续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四是聚焦绿色发展。创建绿色城市工厂，推行绿色生产，采购绿色原料，开发绿色产品，采

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末端治理装备，实施工业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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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

调整：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73,709,236.86 / 187,396,559.26 / 

应收票据 / 335,203,799.71 / 131,625,936.30 

应收账款 / 238,505,437.15 / 55,770,622.9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7,211,654.78 / 48,016,511.84 / 

应付票据 / 28,000,000.00 /  

应付账款 / 179,211,654.78 / 48,016,511.84 

2018 年 6 月 30 日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35,276,272.46 74,302,649.65 35,955,816.78 17,750,338.31 

研发费用 / 60,973,622.81 / 18,205,478.47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

生影响。 

 (2)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

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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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重庆 

 

2019 年 8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