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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丽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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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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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86,317,796.22 335,989,789.86 7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30,879,598.00 297,315,923.48 78.5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4,986,903.58 -0.11% 323,450,823.66 2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75,016.01 -91.07% 1,144,862.96 13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5,501.18 -100.86% 176,505.27 105.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587,415.72 58.79% -52,163,632.64 -49.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93.75% 0.003 1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93.75% 0.003 1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2.05% 0.38% 1.6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22,902.71 
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收

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46,180.06 报告期内收到了经营性奖励。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30,219.07 报告期内银行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48.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5,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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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776.00  

合计 968,357.6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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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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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1% 86,204,109 0   

宁波京同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9% 30,000,000 0   

陈乙超 境内自然人 4.94% 19,800,083 0   

甘霖 境内自然人 2.35% 9,432,104 0   

高峻 境内自然人 1.75% 7,000,061 0   

朱黄飞 境内自然人 1.56% 6,237,036 0   

王效南 境内自然人 1.00% 3,990,000 0   

倪琴秀 境内自然人 0.96% 3,860,000 0   

单小飞 境内自然人 0.94% 3,753,800 0   

赵方平 境内自然人 0.83% 3,310,053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86,204,109 人民币普通股 86,204,109 

宁波京同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陈乙超 19,800,083 人民币普通股 19,800,083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甘霖 9,432,104 人民币普通股 9,432,104 

高峻 7,000,061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61 

朱黄飞 6,237,036 人民币普通股 6,237,036 

王效南 3,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0,000 

倪琴秀 3,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0,000 

单小飞 3,753,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3,800 

赵方平 3,310,053 人民币普通股 3,310,0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二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前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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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甘霖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9,432,104 股。股东朱黄飞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股份 3,134,665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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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43,224,003.15 64,537,711.42 276.8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利润补偿款所

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0,159,745.95 47,666,304.64 68.17%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了承兑汇票结算

所致。 

预付款项 3,455,103.18 927,607.07 272.47%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主要原料预付材

料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6,695.72 89,282.29 30.70% 主要系报告期内基数小。 

其他流动资产 8,220,961.60 3,033,232.46 171.03%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待抵扣的进项税

额所致。 

在建工程 3,938,504.49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缝纫线分装车间安装

投入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884,763.58 6,092,975.50 -36.24% 主要系报告期内摊销费用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410,937.79 11,316,456.38 71.53% 
主要系报告期内主要原料货款未及时

清算所致。 

预收款项 4,574,020.64 1,408,080.74 224.84%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预收销货款所

致。 

其他应付款 6,167,484.19 441,737.26 1296.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其他款项未及时清算

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2,083,120.26 1,174,219.55 77.40%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了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及印花税所致。 

财务费用 -1,124,791.75 63,219.47 -1879.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77,536.19 3,972,316.24 -122.0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回坏帐及销售市场

的影响，跌价损失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446,180.0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了经营性奖励所

致。 

投资收益 230,219.07 32,178.33 615.45%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22,902.71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收

益所致。 

营业利润 3,013,067.75 -3,067,800.01 198.22% 

主要系报告期内1、销售市场受行业环

境的影响，色纺纱线销售价格与上年

同期相比上升3.37%，棸酯纤维销售价

格较上年同期上升9.56%，有色母粒销

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8.15%。2、税

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77.56%。3、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55.69%。4、报告期内收到经营性政府

奖励等综合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96,751.87 15,229.96 535.27% 主要系基数太小。 

利润总额 3,009,819.62 -3,153,581.86 195.44% 主要系报告期内1、销售市场受行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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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色纺纱线销售价格与上年

同期相比上升3.37%，棸酯纤维销售价

格较上年同期上升9.56%，销售价格较

上年同期上升8.15%。2、税金及附加

较上年同期减少77.56%。3、资产减值

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55.69%。4、报告

期内收到经营性政府奖励等综合影响

所致。 

净利润 1,567,545.27 -3,153,581.86 149.71%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144,862.96 -3,530,527.52 132.43%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6,636,581.75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了出口退税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25,271.66 285,300.88 469.67%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了利息收入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8,001,562.10 2,158,606.44 270.68%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增值税缴纳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163,632.64 -34,795,040.71 -49.92%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出口退税，增加

支付材料款，增加增值税缴纳等综合

因素影响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531,820.00 15,200,000.00 -63.61%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了转让的股权款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230,219.07 240.00 95824.61%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171,971.14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了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7,492,850.32 12,183,361.40 -38.50%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固定资产投入所

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40,151.62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了支付其他与投

资活动的现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30,811.25 17,948,698.12 -109.64%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了银行理财产品

赎回及增加了固定资产投入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32,418,811.5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利润补偿款所

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00,460.81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借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00,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还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2,419,272.37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利润补偿款所

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72,111.03 -169,297.71 201.66% 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78,696,939.51 -17,015,640.30 1150.19% 

主要系报告期内上述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指标、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指标以及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指标综合影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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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2018年8月13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公司将持有江阴市霞客彩纤有限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江阴市无染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无染彩公司”），本次转让35%的股权交易对价为5,531.82万元，由无染彩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交

易对价。根据公司与无染彩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二款关于股权转让价款与支付的约定：

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支付，乙方应在协议生效后30 日内支付10%的股权转让价款，剩余90%的股权转让价款在股权转

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180日内支付完毕。    

江阴市霞客彩纤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收到无染彩公司以现金

方式支付的10%的股权转让价款，计553.182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剩余90%的股权转让价款尚未交付，公司董事会将持

续关注股权款交付进展情况，并及时进行披露。 

2、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2018年8月13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投资各方尚未正式出资，子公司设立登记工作尚未完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2018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2018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

说明会的公告 
2018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

会召开情况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2018 年 01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01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18 年 01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有关事项回

复的公告 
2018 年 01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制权变更的进展

公告 
2018 年 01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制权变更的进展

公告 
2018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完成股份过户的公告 2018 年 02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2018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8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2018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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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2018 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公告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举行 2017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2018 年 04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8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18 年 04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2018 年 05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

公告 
2018 年 05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延期回复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2018 年 05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 年 05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深交所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 
2018 年 05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延期的公

告 
2018 年 06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 2017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

告 
2018 年 07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则的公

告 
2018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2018 年 08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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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08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08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2018 年 08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陈建忠) 2018 年 08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8 年 08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子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9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

公告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9.84% 至 -19.78%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50 至 6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47.9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行业环境的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略有下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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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0 0 0 

合计 20,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类

型 

产品类

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

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概述

及相关查

询索引（如

有） 

中国

农业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 

金融

机构 

固定收

益类

（非保

本浮动

收益

型） 

20,000 
自有

资金 

2018

年 09

月 13

日 

2018

年 09

月 27

日 

低风

险、短

期银

行理

财产

品 

到期

或提

前到

期日

清算 

3.00% 23.02 23.02 
全部

收回 
0 是 是 

公告名称：

《关于

208 年度

委托理财

计划的公

告》（公告

编号：

2018-020）

，披露网站

索引：巨潮

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

m.cn 

合计 20,000 -- -- -- -- -- -- 23.02 23.02 -- 0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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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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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张建军 

                                                                                2018年10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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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八、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