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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6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9-11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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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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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0413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经纬纺机 股票代码 00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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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雪华 郭俊 

办公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七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七层 

传真 8610 84534135 8610 84534078-8501 

电话 8610 84534078-8188 8610 84534078-8501 

电子信箱 jwzd@jwgf.com jwzd@jw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纺织机械、金融信托两类业务。公司前身是拥有60余年历史的原经纬纺织机械厂，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形成以“纺机+金融”为核心的双主业格局。公司是国内纺机制造业的龙头企业，纺机产品在国内及国际上享有良好的声

誉，金融板块通过快速发展和业务结构优化，成功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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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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515,127,408.44 6,353,418,982.07 18.28% 6,314,044,28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3,345,628.38 1,200,205,130.70 -34.73% 544,552,47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1,256,671.15 833,297,641.83 -19.45% 509,018,91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92,408,426.49 -1,990,049,367.17 340.82% 406,550,733.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1 1.70 -34.71% 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1 1.70 -34.71%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0% 16.59% -6.79% 8.5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9,009,347,130.44 36,760,984,631.19 6.12% 35,320,351,81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54,670,768.46 7,634,670,496.41 9.43% 6,722,430,9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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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103,638.14 2,123,742,769.70 1,835,902,541.42 2,330,378,45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340,696.18 166,496,126.98 204,323,401.01 278,185,40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542,729.20 140,784,622.73 202,210,236.63 238,719,08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4,843,726.44 -660,437,765.84 -783,466,781.09 7,401,156,6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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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1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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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纺织机械 国有法人 31.13% 219,194,674 210,579,426 质押 4,33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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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

司 
冻结 214,855,248 

中国恒天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9% 172,407,491 0   

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 19,012,505 19,012,505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13% 7,980,107 0   

郑卫良 境内自然人 0.46% 3,249,400 0   

江永忠 境内自然人 0.39% 2,747,384 0   

许道意 境内自然人 0.35% 2,490,000 0   

赵伟 境内自然人 0.35% 2,47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其他 0.35% 2,429,702 0   

江志佳 境内自然人 0.30% 2,082,16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国纺机、恒天控股与中国恒天存在关联关系，并且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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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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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郑卫良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249,400 股，股东江永忠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2,747,384 股，股东江志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055,768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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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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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8年，受贸易保护、逆全球化以及国际单边主义势力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经济复苏仍然严峻,国内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但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爬坡过坎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新旧动能的转换正在加速进行。纺机行业发展逐渐步入周期性低谷，

信托行业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面临较大转型压力。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公司紧紧围绕“协同聚力、创新求变、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经营方针，全面推进

各项工作的开展，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1.96亿元，同比增长3.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3亿元，同比下降

34.73%。公司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原因如下：（1）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是中融信

托加强风险控制标准，并对信托业务结构进行调整以保持业务稳定发展，以及主动响应监管要求压缩通道业务控制信托资产

规模所致；（2）公司所属联营企业当期损益有所下降，使公司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同比减少；（3）上年同期本公司将汽

车业务整体出售给中国恒天，实现投资收益，而公司本报告期无此类事项，导致净利润同比下降。  

     纺机业务和金融业务经营情况详见年报相关部分。 

2、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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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机械 4,030,086,520.08 701,315,843.15 17.40% 17.40% 25.41% 1.11% 

金融信托及资金

投资 
3,667,563,753.05 3,667,563,753.05 100.00% -12.89% -12.89% 0.00% 

非纺机 106,896.56 -233,926.66 -218.83% -99.37% -397.87% -219.30% 

合计 7,697,757,169.69 4,368,645,669.54 56.75% 0.50% -8.40% -5.52% 

国内收入 6,772,582,678.25 4,007,926,883.17 59.18% -2.98% -13.86% -7.47% 

国外收入 925,174,491.44 360,718,786.37 38.99% 36.27% 208.92% 21.79% 

合计 7,697,757,169.69 4,368,645,669.54 56.75% 0.50% -8.40% -5.5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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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733,843,964.89 1,669,059,840.94 应收票据：596,974,850.38 

应收账款：1,072,084,990.56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入其他

应收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368,983,540.52 546,748,460.70 应收利息：51,513,216.38 

应收股利：45,954,965.00 

其他应收款：449,280,279.32 

3.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

示 

固定资产 1,397,666,437.86 1,461,199,631.12  固定资产：1,461,199,631.12 

固定资产清理：0.00 

4.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在建工程 114,977,689.55 19,114,367.34  在建工程：19,114,3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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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0.00 

5.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1,587,763,489.98 1,482,796,445.26 应付票据：460,243,366.99 

应付账款：1,022,553,078.27 

6.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其他

应付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630,028,076.61 485,504,689.20 应付利息：67,883,376.39 

应付股利：17,973,508.65 

其他应付款：399,647,804.16 

7.专项应付款计入长期应付款列

示 

长期应付款 50,430,000.00 198,950,722.85 长期应付款：0.00 

专项应付款：198,950,722.85 

8.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3,197,229,104.11 2,892,366,076.61 管理费用：3,063,897,583.22 

9.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172,697,894.58 171,531,506.61 — 

10.其他收益列报调整 其他收益 81,986,188.01 29,983,851.71 其他收益：28,372,875.13 

11.营业外收入列报调整 营业外收入 175,281,098.97 47,025,673.77 营业外收入：48,636,6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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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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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正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八项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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