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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493                                                  公司简称：凤竹纺织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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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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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878,476.28元（母公司数，下同），提取 10％法定盈

余公积金 3,187,847.63 元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8,690,628.65 元。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88,784,189.66 元，扣减 2016 年支付属于 2015 年度的现金股利 5,440,000.00 元，公司本年度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112,034,818.31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进行如下分配：按 2016 年 12

月31日总股本27,2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7元（含税），共计分配19,040,000

元；经上述分配后，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 92,994,818.31 元，留存以后年度分配。此预案尚需经过股东

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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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竹纺织 60049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美珍 张清河 

办公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青阳凤竹工业区 福建省晋江市青阳凤竹工业

区 

电话 0595-85656506 0595-85656506 

电子信箱 chenmeizhen@fynex.com.cn zhangqinghe@fyn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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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处于纺织行业的中游，主营业务为生产、加工针织、机织色布、漂染、纺纱、染纱、印花加工，

销售自产产品；从事环保设施运营；从事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公司的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 

（1）针织坯布，包括： 

单面类：包括汗布、毛巾布、提花布、彩条布； 

双面类：包括双面提花布、罗玛布、交织布、夹层布； 

罗纹类：包括 1X1 罗纹，2X2 罗纹，弹力罗纹、移圈罗纹等； 

抗起球绒布类，包括单刷单摇、双刷双摇、双刷单摇； 

绒布类，主要为卫衣布。 

（2）针织成品布，包括上述坯布及经编布、鞋材布。 

（3）筒子色纱，包括全棉、涤棉、涤纶、腈纶、锦纶和粘胶丝等。 

 以上产品主要作为制作各种童装、运动服、内衣和外衣的面料。公司定位于中高档产品市场，主

要市场和客户集中在福建省，并辐射至全国。公司产品中 70-80%以服装形式间接出口至港台、中东、欧

美和日本等市场。 

公司涉足的织造和染整业务是纺织业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最终为服装业提供针织染整面料（主要为

各种童装、运动服、中高档 T 恤和内衣生产厂家提供面料），存在一定的季节波动性，因公司定位于中

高端产品市场，以品牌单和中高端校服为主，全年运行比较平稳，季节性波动不是特别大。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原材料采购：公司生产所用的原辅材料主要是棉纱和染化料。公司制定有物资采购管理办法及合格

供应商名录，物资采购部门根据物资需求计划采取招标、询价等方式实施采购；为维持正常生产，公司

需要保持一定量的存货安全库存，特别是棉纱、染料、助剂等原辅材料。为保证原辅材料质量和交货期，

公司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以严格的供应商筛选体系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并逐步

引进了竞争机制，对原辅材料比质比价，降低采购成本。 

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由销售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或客户订

单将生产计划下达至生产部门，实行按单生产；公司的业务主要由两部份组成：一是织造业务，即通过

自行采购和接受客户委托的原料，经过针织和染整后制成针织光坯布，自行销售或收取加工费；二是染

整加工业务，即接受客户委托，将客户提供的棉纱或坯布加工为光坯布并收取加工费。 

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逐步加强自有品牌业务的经营，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并不断引进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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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备、吸收专业人才，不断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同时加强与上下游的联

系，根据需求信息和流行趋势，通过订单模式掌握产量和库存，提高高档次、高品质、功能性、环保性

面料业务的比重，强化产品的适销性和赢利能力。 

3、行业情况说明： 

行业情况说明请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之

“（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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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306,091.93 999,753,217.86 1.26 1,089,490,685.99 

营业收入 762,144,650.50 719,940,267.30 5.86 776,833,16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420,911.94 12,998,039.66 334.07 10,015,33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179,893.53 7,372,759.65 689.12 -6,442,23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0,878,626.93 639,897,714.99 7.97 632,339,67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878,852.76 83,877,013.86 46.50 186,381,327.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74 0.0478 333.89 0.0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74 0.0478 333.89 0.03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852 2.0448 增加6.4404个百

分点 

1.590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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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03,969.93 188,907,220.08 201,847,801.06 237,585,65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1,452.40 2,194,494.09 9,302,490.67 42,052,47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1,538,489.84 2,474,203.95 9,022,048.98 45,145,15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71,728.58 39,083,151.33 7,385,096.58 33,938,8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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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42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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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 增减 量 (%)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性质 

陈澄清 0 29,147,520 10.72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常春 0 23,643,600 8.69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春兴 0 23,256,000 8.55   质押 10,500,000 境内自然人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0 13,600,062 5.00   无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

－日进斗金 14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8,191,908 8,191,908 3.01   无   未知 

陈慧 0 7,389,209 2.72   无   境内自然人 

李萍影 6,377,265 6,377,265 2.34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嘉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75,205 2,975,205 1.09   无   未知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2,053,447 2,053,447 0.75   无   未知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旭升 1号证券投资基金 

1,710,600 1,710,600 0.63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东润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东为陈锋先生、陈强先生、陈澄清先

生、李萍影女士和陈慧女士，持股比例分别 25%、25%、20%、15%和

15%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长陈澄清先生、李萍影女士与董事、总经理

陈锋先生、营销副总经理陈强先生、陈慧女士为父子（女）、母子（女）

关系； 

2、陈澄清先生、李常春先生、李春兴先生和李萍影女士同为福建凤

竹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董事；陈澄清先生、李萍影女士、李常春

先生和李春兴先生亦为凤竹纺织之股东（其中陈澄清先生和李常春

先生亦担任凤竹纺织董事）。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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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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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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76,214.47 万元，同比增加 5.86%，主要原因是江西子公司销售

收入的增长。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6,217.15 万元，较去年同期 1,243.09 万元增加 4,974.06 万元，主要

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在生产经营上加强精细化管理、严格费用管控、开源节流，确保经营业绩目标的平稳

实现；二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兴烨创投 3,297.33万元的投资分红。 

公司实现净利润 5,642.09万元，同比增长 334.07%，主要系营业利润的增加而增加的净利润。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01,230.61万元，较初期增加 1.26%，净资产 69,087.86万元，

较初期增加 7.97 %。净资产的增加主要是本年度净利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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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出售全资子公司山东鱼台凤竹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因而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八。                                                                     

  董事长：陈澄清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