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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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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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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2016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479,492.4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34,544,327.47 元，减去上年度已

分配的利润 6,031,660.53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37,992,159.35元，其中：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26,728,665.7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930,114.92元，减去上年度已分

配的利润 6,031,660.53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6,830,211.31元。 

公司最近三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2016年 9,479,492.41 元，2015年 9,361,908.73 元和 2014 年

-31,684,906.77 元，三年合计可供分配利润总额为-12,843,505.63 元，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4,281,168.54元。鉴于近三年母公司年均可供分配利润为负数，且 2015年公司已分配现金红利

6,031,660.53元，2016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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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升股份 600156 益鑫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传华 无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号华升 无 



大厦 

电话 0731-85237818 无 

电子信箱 hnhsgf@163.com 无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苎麻纺织品生产和出口。主要产品为苎麻、亚麻、大麻纱、面料和

服装，含麻职业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以及现代化制药装备。 

麻类纺织品 90%为外销，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美国、韩国、日本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公

司旗下的“华升·自然家族”品牌以麻类纤维为特色，结合其他棉、毛、丝等天然纤维的集成创

新研发，产品涵盖面料、服装、服饰、家纺、家居及相关系列。“华升·自然家族”品牌经营模式

上采取大规模定制服务，2016 年为海关、公安、法院等国家机关以及省内机场、磁浮等窗口单位

提供服装、服饰及面料产品。 

2016 年，中国纺织处在重要转折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后配

额中国纺织出口贸易爆发性的增长期已过去，来自外部的贸易摩擦和竞争日益激烈；后金融危机，

欧美市场颓势依旧，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牌价竞争力下降；中等收入困境使中国纺织劳动力

成本大幅增长，原料价格波动更是恶化了产业运营环境，而低碳、降耗、节能、减排和企业社会

责任更是不可回避的挑战，这些给纺织外贸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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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158,326,186.92 1,183,835,659.52 -2.15 1,110,800,210.19 

营业收入 593,146,428.82 763,366,812.33 -22.3 907,086,751.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479,492.41 9,361,908.73 1.26 -31,684,906.7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2,928,244.72 -43,748,063.51   -44,436,553.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03,946,814.90 700,498,983.02 0.49 681,947,445.4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2,072,716.66 5,078,660.53   -110,253,866.8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36 0.0233 1.29 -0.07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36 0.0233 1.29 -0.078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5 1.36 减少1.47个百分

点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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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44,273.86 126,631,889.78 99,842,640.01 206,027,62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261,381.20 -18,536,122.67 -7,478,356.72 47,755,35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173,065.00 -19,437,195.77 -7,754,172.62 -42,563,81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845,901.39 3,823,732.55 65,463,378.56 -96,513,9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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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61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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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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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集团公司 400,000 162,104,312 40.31   质押 40,000,000 国有法

人 

安同良   8,700,000 2.1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信量化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291,189 1.81   未知   未知 

中国服装集团公司   2,344,120 0.58   未知   国有法

人 

龚洁   1,919,800 0.48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湖南省益阳市财源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822,074 0.45   未知   国有法

人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1,621,141 0.40   未知   未知 

周芹   1,539,753 0.38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张旭   1,400,000 0.35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蒋晓燕   1,219,491 0.3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1、4、6位为国有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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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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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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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在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日益

加剧的不利形势下，我们始终把调整结构、自主创新作为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全

年共完成营业收入 59,31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47.95 万元。 

一是自主创新取得成效。公司不断加大产品的研发力度。纺织主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4,706

万元，占公司工业纺织产品销售收入的 32%。洞麻公司和雪松公司共开发新产品 300 多个，其中

有十多个品种投入批量生产；汇一药机完成专利申报 10 项。 

二是转方式调结构工作取得进展。洞麻公司不断探索新的营销模式并延伸了产业链，率先开

通了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和洞庭麻生活体验馆。洞麻淘宝店、洞麻天猫店正式营业，这是公司系统

内，首个突破传统营销模式，以电子商务为平台的营销模式的升级。工贸公司加大对重点客户的

开拓力度，尤其是 FBB 客户的订单，从 2014 年起，由最初的几千美金，增加到 2016 年的 220 万

美金。汇一药机公司专注提高服务品质来稳定老客户，精细贴心的售后服务多次得到客户的认可，

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三是品牌创建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华升•自然家族”品牌团队努力开发适应市场需要的新品

种，全力抢抓机遇争订单，职业装及职服面料的销售已连续三年稳步增长。2016 年，服饰公司实

现销售收入 2530 万元，完成计划 158%。 

四是努力挖潜降耗去库存。经过不懈的努力，洞麻公司将库存的 300 多吨气流纺纱和 830 等

系列布销售一空，减少库存资金 2800 万元；汇一药机公司针对高库存、高消耗的现状，加大管控，

积极清理各类存货，目前消化库存合计 4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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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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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湖南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5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