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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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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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云晴 因公出差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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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最近三年合并会计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为：2017 年-86,569,456.92 元，2016年 9,479,492.41 元，2015年 9,361,908.73 元，三年合

计可供分配利润总额为-67,728,055.78 元，年均可分配利润为-22,576,018.59 元。母公司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7,652,226.5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6,830,211.31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

的利润为：-24,482,437.90 元。 

鉴于公司近三年年均可供分配利润为负数，母公司本年实现的净利润为负数，年末可供分配

的利润为负数,2017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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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号华升

大厦 

  

电话 0731-85237818   

电子信箱 hnhsg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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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为湖南省多家大中型企业和机关单位提供服装、服饰及面料产品。 

2017 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出口市场需求不足、竞争激烈，国内劳动力成本和原

料成本持续上涨，大量纺织服装产品订单继续向东南亚转移。这些都给纺织服装外贸企业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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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038,694,754.28 1,158,326,186.92 -10.33 1,183,835,659.52 

营业收入 712,453,698.30 593,146,428.82 20.11 763,366,812.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6,569,456.92 9,479,492.41 -1,013.23 9,361,908.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0,819,947.25 -82,928,244.72 / -43,748,063.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22,368,734.75 703,946,814.90 -11.59 700,498,983.0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880,608.90 -42,072,716.66 57.50 5,078,660.5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153 0.0236 -1,012.29 0.02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153 0.0236 -1,012.29 0.023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05 1.35 减少14.40个百

分点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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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67,848.67 160,453,039.72 187,338,175.92 188,994,63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31,315.52 -17,497,728.07 -15,287,886.49 -38,352,52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5,873,971.55 -18,797,250.95 -13,545,707.58 -62,603,01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53,285.62 15,445,040.96 -18,821,669.2 -8,950,6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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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6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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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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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

司 

  162,104,312 40.31   质押 40,000,000 国有

法人 

安同良  10,000,000 2.49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南方基金混合

型组合 

 5,679,556 1.41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金鹰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4,769,148 1.19  未知  未知 



资基金 

蒋菊珍  3,743,112 0.93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价值经

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3,617,875 0.90  未知  未知 

中国服装集团公司  2,344,120 0.58  未知  国有

法人 

聂海燕  1,902,101 0.47  未知 1,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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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芹  1,539,753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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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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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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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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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出口市场需求不足、竞争激烈，国内劳动力成本和原

料成本持续上涨，大量纺织服装产品订单继续向东南亚转移。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始

终把调整结构、自主创新作为强化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全年共完成营业收入 71,245.3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0.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656.95 万元。 
1、聚焦主业创新，推动转型发展 

在经济环境内外交困的形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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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新引领作为强化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一是 2017 年充分利用好自身技术优势，加强产品研发，全年共开发苎麻系列新产品 300 多个，

其中 15 个投入批量生产。全年共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6941.5 万元。二是积极谋划服饰品牌的升

级转型工作，不断打造和优化“华升•自然家族”内销品牌，职业装及职服面料的销售稳步增长。

职业装方面，先后完成了湖南长沙磁浮公司、水运投公司、机场集团、新五丰、湘投阳光集团等

企业的生产交货；在职业面料业务开发上，成功中标湖南法院系统的衬衫项目，打破了湖南省行

业着装市场长期被省外知名品牌企业垄断的局面。三是积极调整传统营销模式的同时，不断探索

新的营销模式并延伸了产业链。推行线上网购店与线下体验店有效结合，将电子商务平台和生活

馆有效结合；不断寻求校企合作模式；同时以跨境电商 B2C 为手段，将苎麻、大麻等面料做成特

色服装产品，成功登陆美国亚马逊。四是创新工作方式。一方面主动与客户进行沟通，及时了解

客户的营运情况，扩大服务面，竭尽所能为客户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到客户的好评和信任；另

一方面努力尝试新的业务，开发新的客户，从而不断扩大进出口业务规模。 

2、积极盘活资产和资金，提升效益 

一是积极跟进雪松公司大园村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为配合株洲市大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征

收拆迁工作，公司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落实工作重点和工作责任，积极争取相关的政策扶持，对

拆迁过程中的不同类型和情况分别提出合理的处理意见，保证了棚改项目的顺利进行，确保补偿

资金及时回笼。二是利用自有资金开展对外投资和委托理财。公司组织专业的团队对金百临长沙

公司和无锡总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和业务调研，在充分对比其他基金公司之后，由工贸公司出资

2500 万元认购金百临公司管理的“华升一号”专项理财基金。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利用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事项，2017 年公司共计开展理财项目 15 项，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有效提高了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 

3、夯实发展基础，提升管理水平 



一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严控费用开支。其中：业务招待费同比下降了 4.78%，交通费

同比下降 2.19%。二是不断完善公司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对子公司经营班子考核办法进行了调

整和优化，对考核分配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固化，使得考核分配结果有据可查。同时加强日常管

理工作，全年未发生一起劳动用工纠纷，确保了生产经营的有序进行。三是认真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对安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警钟长鸣。同时，

加强巡查，加大隐患整改力度，为企业生产经营营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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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根据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比较数据

相应调整。公司本年新增报表科目为“持续经营净利润”、“终止经营净利润” ，各科目本年影

响金额分别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117,199,483.30 元，终止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0.00 

元；上年影响金额分别为：持续经营净利润上年金额 -7,912,931.77元，终止经营净利润上年金

额 0.00 元。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年及上年损益均不产生影响。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根据准则规定：与本公司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华升股份本年新增报表科目为

“其他收益”，受影响涉及的科目为“营业外收入”，各科目本年影响金额分别为：其他收益本

年金额 4,722,424.63 元，调减营业外收入本年金额  4,722,424.63 元。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

年损益不产生影响。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根据通知规

定：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资

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比较数据相应调整。华升股份本年新增报表科目为“资

产处置收益”，受影响涉及的科目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各科目本年影响金额分

别为：资产处置收益本年金额 21,715,729.18 元，调减本年营业外收入 24,010,519.01元，调减

本年营业外支出 2,294,789.83元；上年影响金额分别为：资产处置收益上年金额 79,141,894.66 

元，调减上年营业外收入 91,587,198.12 元，调减上年营业外支出 12,445,303.46 元，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对本年及上年损益均不产生影响。除上述调整外，本年本公司无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

更事项。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分别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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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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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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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