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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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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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7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214,323,598.75元，减去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1,432,359.88 元，当期可供分配的母公司净

利润为 192,891,238.87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决定以 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500,000,0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股分派现金股利 1.00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 150,000,000.00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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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隆东方 60133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敬东 周立雯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甬江大道188号 宁波财

富中心8楼 

宁波市鄞州区甬江大道188

号 宁波财富中心8楼 

电话 0574-86389999 0574-86389999 

电子信箱 hjd@bros.com.cn zlw@bros.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色纺纱生产企业之一，主营业务为色纺纱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以自

制生产为主、委托外协加工为辅，通过特有的“小批量、多品种、快速反应”经营模式，致力于

向客户提供全系列、多品种、质量可靠的以纯棉品种为主的色纺纱线，并获得海内外市场的广泛

认可。 

与传统纺纱“先纺纱、再染色”不同，色纺纱采用“先散纤维染色、后混色纺纱”的加工方法，

在纺纱工序前将所用纤维原料进行染色或原液着色，再把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颜色或不同性能的

的纤维经过充分混合后纺织而成的、具有独特混色效果的纱线，同时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加工

附加值，且在节能、减排、环保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由于各种纤维收缩性或上色性的差异，在色

纺纱织成布后的整理加工中，会使布面呈现出色彩丰富、色泽柔和、立体感强的风格，提高了布

面产品的附加值，可用于制作中高档面料。 

纺织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也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和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但

近年来我国纺织业率先进入发展新常态。在国内，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成本持续上

升、资源环境紧张、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在国际，纺织工业发展面

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双重挤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任务紧迫。进入 2017 年，伴随着美国退出 TPP，中国纺织品工业开始回温；与此同时，国内“中

国制造 2025”落地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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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纺织行业生产增速有所放缓，但国内外两个市场销售情况均有所回暖，表明行业产能与供

给结构正在不断优化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低于 2016 年同期增速 0.1 个百分点。 

行业出口呈现企稳回升态势，根据海关数据，2017 年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达 2745.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6%，较上年同期回升 8.8 个百分点。其中棉制纺织品出口累计 249.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1%，棉制服装出口累计 571.12 亿美元，同比减少 1.44%。另外，2017 年进口至我国的棉制纺

织品及服装累计总额达 95.31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加 6.19%。 

内需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网络消费仍增长较快，2017 年全国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 7.8%，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全国网上穿着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0.3%，

较上年同期加快 2.2 个百分点。 



（二）运行质效改善，化纤、纺机等行业依托科技进步利润增长较快。2017 年，规模以上纺织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 68,936 亿元，同比增长 4.2%，增速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 3,769 亿

元，同比增长 6.9%，增速比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利润率 5.47%，同比提高 0.01 个百分点。 

（三）原料价格方面，2017 年内外棉价格走势分化，国内棉价疲软走低；国际棉价则接连走高，

内外棉价差不断缩小。 

（四）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也面临着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国际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导致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双重挤压我国外贸出口。2017 年我国纺织行业在传统市场所

占份额仍在流失，1 至 11 月在美、日、欧三大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所占份额较上年同期分别下滑

0.4、0.9 和 0.9 个百分点。 

（五）2017 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在出口外贸形势明显回暖的情况下，造成众多出口型

纺织企业遭受大额汇兑损失，出现“订单多，利润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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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0,721,466.86 11,539,570,678.40 1.14 11,181,242,192.89 

营业收入 5,952,213,875.26 5,471,673,752.95 8.78 5,016,038,422.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7,743,406.82 604,975,710.81 -19.38 365,161,711.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28,559,049.06 492,437,329.29 -12.97 232,934,443.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265,894,382.52 7,296,531,462.39 -0.42 6,800,139,023.7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0,846,530.29 1,387,850,146.52 -73.28 114,071,908.0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40 -17.50 0.2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40 -17.50 0.2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6.69 8.62 减少1.93个百

分点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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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471,752.82 1,685,330,948.91 1,502,231,303.96 1,387,179,86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3,627,377.44 194,873,286.24 78,689,029.33 100,553,7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6,563,659.08 183,904,276.59 66,662,240.07 81,428,87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2,421,137.13 393,342,646.89 152,307,642.02 227,617,3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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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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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0 445,799,814 29.72 0 无 0 境外

法人 

杨卫新 0 273,852,704 18.26 0 无 0 境外

自然

人 

三牛有限公司 0 186,000,372 12.4 0 无 0 境外

法人 

杨卫国 0 115,525,122 7.7 0 无 0 境外

自然

人 

郑亚斐 0 75,000,000 5 0 无 0 境外



自然

人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0 17,908,760 1.1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729,244 17,369,966 1.16 0 未知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丰晋信双核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657,444 11,709,124 0.78 0 未知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丰晋信大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656,546 5,656,546 0.38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8C

－CT001沪 

5,114,021 5,114,021 0.34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和发展战略的持续性，2010年

12月 17日，杨卫新与杨卫国两人自愿签订《一致行动协

议》，成为一致行动人。2015年 9月 6日，公司控股股东新

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卫国

与郑亚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新国投资以协议转让方式

向郑亚斐转让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37,799,814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 2.52%）；杨卫国以协议转让方式向郑亚斐转让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37,200,18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48%）。因受让方郑亚斐，系杨卫国配偶，亦为杨卫国一

致行动人。截至报告期末，杨卫新、杨卫国兄弟二人系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杨卫国一致行动人郑亚斐合计直接

间接持有公司 74.41%的股权。其中，杨卫新、杨卫国、郑

亚斐直接持有公司 30.96%股权；杨卫新、杨卫国通过共同

控制的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持有公司

29.72%股权；同时，杨卫新通过全资持有的三牛有限公司、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3.59%股权；杨

卫国通过全资持有的深圳至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 0.14%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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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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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百 隆 东

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公 司

债券（第

一期） 

16 百隆

01 

136645 2016年8

月 22日 

2021年8

月 22日 

16 3.55 本 期 债

券 按 年

付息、到

期 一 次

还本。利

息 每 年

支 付 一

次，最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一 起

支付。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7年 8月 15日，公司披露《百隆东方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年付息公告》（公告编

号：2017-026）。公司于 2017年 8月 22日支付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自 2016年 8月 22日至 2017年 8月 21日期间的利息。按照《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55%，每手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派发利息为 35.50元（含税）。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对本公司 2016 年 8 月 22 日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36645；

债券简称：16 百隆 01）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AA：债券前次评级结果为 AA；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

限公司，评级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5 日。 

评级机构联合评级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出具了《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评级维

持本次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维持“16 百隆 01”债券评级结果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37.74 36.77 0.9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8 0.32 -12.86 

利息保障倍数 5.95 9.03 -34.15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色纺纱，本期纱线销售 17.87万吨，2017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59.52亿元，实现



净利润 4.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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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 2017年 1月 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宁波通商银行长期股权投

资会计政策变更的决议》，公司决定于 2016 年度起对宁波通商银行的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核算方法

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并追溯调整以前年度。本次变更将导致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

投资、投资收益、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未分配利润等报表项目发生变化，但不会产生实际

现金流，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详见公司 2017年 1月 21日披露的《百

隆东方关于宁波通商银行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 

2、经 2018年 4月 23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国家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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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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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公司对现行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

策调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7年及以前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具

体详见公司 2018年 4月 25日披露的《百隆东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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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 2018年 4月 23日第三届第十四次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本公司将宁波海德针织漂染有限公司、余姚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宁波百隆纺织有限公司、

曹县百隆纺织有限公司、淮安百隆实业有限公司、南宫百隆纺织有限公司、淮安新国纺织有限公



司、山东百隆纺织有限公司、百隆(越南)有限公司、百隆纺织(深圳)有限公司、深圳百隆东方纺

织有限公司、百隆集团有限公司、百隆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百隆东方投资有限公司、百

隆东方(香港)有限公司、东方香港有限公司、淮安国安贸易有限公司和百隆（越南）贸易有限公

司 18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