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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5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2018-018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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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

事项亦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霞客环保 股票代码 0020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银凤 陈银凤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东街 7 号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东街 7 号 

电话 0510--86520126 0510--86520126 

电子信箱 chenyf1203@126.com chenyf1203@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废弃聚酯的综合处理、有色聚酯纤维及色纺纱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形成自我配套产业链的环

保型企业。公司以有色聚酯纤维为主要原料生产色纺纱线，并将其作为终端产品投放国内国际市场。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有色聚酯纤维和色纺纱线；公司生产的有色聚酯纤维包括再生有色聚酯纤维和原生有色聚酯纤维两大

类。产品规格主要包括1.4D-4D的常规产品系列，1.4D-4D的专纺系列，5D-18D的粗旦高弹系列以及5D-18D的中空纤维、

2.5D-15D的三角异型纤维、2.5D-15D三叶形系列等，主要用于生产色纺涤纶纱线、混纺色纺纱线、工业用布和无纺布产品，

以及用作填充料。公司生产的有色聚酯纤维在满足公司色纺纱线加工原料需求后，余下部分对外销售。  

公司生产的色纺纱线产品包括有色纯涤、有色涤棉、有色生态、有色混纺四大系列，200多个规格，主要用于生产针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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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机织产品及家用纺织产品。目前公司以原生色为基础，已开发出6,000多种颜色，可满足客户各种不同颜色来样的需

求，并能根据市场潮流开发多种颜色的色纺纱线。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409,899,036.84 379,741,432.55 7.94% 393,181,64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79,686.76 -41,241,929.10 118.14% 108,881,96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81,188.44 -28,852,446.01 126.28% -668,78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08,944.57 -47,762,186.04 142.94% -74,559,01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103 118.45% 0.2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103 118.45% 0.2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13.31% 15.94% 不适用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35,989,789.86 309,767,381.09 8.47% 357,171,52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7,315,923.48 289,531,844.74 2.69% 329,436,210.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2,326,594.76 80,863,768.65 115,108,701.75 151,599,97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62,053.18 -3,904,483.32 6,436,008.98 11,010,21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62,053.18 -3,936,381.85 6,421,511.03 11,058,11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260.18 -16,583,195.26 -18,413,105.63 55,303,985.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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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5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64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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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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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惇德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8% 43,204,109 0   

宁波竑悦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3% 43,000,000 0   

北京中航安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9% 30,000,000 0   

陈乙超 境内自然人 2.99% 12,000,076 0   

叶卫春 境内自然人 2.13% 8,530,000 0 质押 8,530,00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价值回

报 5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基金、理财

产品 
2.03% 8,124,744 0   

奚振辉 境内自然人 1.82% 7,289,692 0   

高峻 境内自然人 1.75% 7,000,061 0   

王建裕 境内自然人 1.63% 6,537,523 0   

陈建忠 境内自然人 1.58% 6,334,37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建忠与陈乙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前 3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3 名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我国纺织行业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化解各种外部风险，总体上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

态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均实现正增长，部分指标增速较上年同期有所加快，运行质效稳步提升，转型升级成效逐步显现。 。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化纤工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正式颁布实施的第一年。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下，2017年化纤行业运行稳中向好、质效领跑。化纤行业加快淘汰落后和兼并重组，在总量增加有限的情况下，

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行业整体开工率较2015年、2016年进一步提升，库存保持低位运行，产品价格在原料成本支撑下震

荡上行，行业运行质量明显改善，效益大幅增长。 

在《纺织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绿色环保”是其中的五大关键词之一，在规划中明确指出：在发展绿色制造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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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十三五”期间，要研发推广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提高全产业链绿色制造水平。在《化纤工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中，

把发展绿色制造、推进循环利用作为重要的原则、目标和任务之一。公司的技术与产品符合国家行业发展方向，促进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2017年，公司继续以轻资产的模式开展业务，产品购销活动和委托加工活动结合开展，持续做好现有业务的生产经营。

报告期内，受行业环境有利因素影响，公司经营状况有所改善。 

报告期内，完成营业收入40,989.90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94%；营业成本37,582.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0.36%；实

现利润总额965.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23.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47.97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18.14%。 

报告期内，完成主营业务收入37,042.23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0.37%；主营业务成本33,752.44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95%。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有色聚酯纤维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12.74%，

主要系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期上升19.94%。2、报告期内有色纱线的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4.55%，主要系销售单价较

上年同期上升7.34%。上述的综合影响导致主营业务收入的上升。 

报告期内，主营毛利率完成8.88%，较上年同期上升7.52%。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受行业环境及废PET进口

禁止相关政策的影响，公司有色聚酯纤维的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8.62%，有色纱线的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4.92%等综合

影响所致。 

 

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主营毛利率完成8.88%，较上年同期上升7.52%。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受行业环境及废PET

进口禁止相关政策的影响，公司有色聚酯纤维的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8.62%，有色纱线的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4.92%等

综合影响所致。 

（2）报告期内，因终止资产重组工作，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等重组中介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管理费用减少。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聚酯纤维 268,628,265.51 245,931,684.07 8.45% 12.74% 3.04% 8.62% 

色纱及制品 101,794,026.08 91,592,747.56 10.02% 4.55% -0.87% 4.9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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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董事会决议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8,651,305.52元，上

年金额-41,241,929.10元；本年无终止经营净利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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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决议 本期收到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

收益：75,400.00元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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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

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

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

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设子公司江阴市霞客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江阴市霞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于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汪瑞敏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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