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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19-043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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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摘要释义同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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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029,053,222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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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盛虹 股票代码 0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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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钟颖 范佳健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东路 73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市场东路73号 

传真 0512-63552272 0512-63552272 

电话 0512-63527635 0512-63573480 

电子信箱 wangzy.2006@aliyun.com cesm2000@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概述 

2018年随着公司向盛虹科技、国开基金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国望高科100%股权交易的完

成，公司在原有热电、房地产开发、营业房出租等业务的基础上，注入化纤业务。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以

民用涤纶长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核心，以热电等业务为补充。公司行业变更为化学纤维制造业。 

（二）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整体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民用涤纶长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属于化学纤维行业中涤纶长丝细分行业的民用涤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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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丝子行业。涤纶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经历了八十年代规模化及配套产业链

的初步建成和九十年代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涤纶产量最大的国家，占世界涤纶长丝产量的70%

以上。 

涤纶长丝行业在国内经过二三十年的迅猛发展，已进入技术、工艺成熟，运用领域广泛的稳定阶段。

“十三五”期间，国家进一步主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纤维产业，涤纶行业将继续保持稳步健康发展，差别

化率不断提升，高性能纤维、生物基化学纤维有效产能将进一步扩大，从而促使涤纶长丝行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并通过提升绿色制造及智能制造水平，降低单位能耗、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品质，全面提

升行业竞争力。 

今后随着下游服装、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等行业的增长，对差别化、功能型聚酯纤维将会产生一轮新

的需求增长，这有利于涤纶长丝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及品种的改善，也将带动涤纶长丝市场进入持续发展阶

段。 

2、行业的区域性、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 

（1）行业的区域性 

涤纶长丝行业的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目前，全球产能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东盟、韩国和西欧。

受下游化纤贸易集散地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分布影响，我国涤纶长丝产能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和福建。 

（2）行业的季节性 

涤纶长丝的下游产品包括服装、家纺以及产业用纺织品，上述产品的最终产品用途广泛，随着季节的

变换，涤纶长丝细分品种的产销情况会有所变化，但基本不会因下游某单一领域的波动而呈现比较明显的

变化。此外，受春节假期、停工检修因素影响，涤纶长丝行业一季度销量会略低于其他季度。 

（3）行业的周期性 

涤纶长丝行业上游原料供应受原油价格的影响，下游需求受到宏观经济及消费升级等因素的影响，因

此，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坚持不搞重复建设、不做常规产品、不采用常规生产技术，主攻差别化、功能性民用涤纶长丝产

品，是全球领先的全消光系列纤维、超细纤维和“阳涤复合”等多组份复合纤维供应商。公司在技术研发、

客户与品牌、营销模式、生产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将生产及研发的重点放在了产业链的高端——高

品质、高毛利、客户忠诚度相对较高的DTY产品。近年来，公司DTY产品品质、市场占有率均名列行业前茅，

依靠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在产品差别化方面处于全行业领先地位，且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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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0,216,490.64 16,299,379,799.22 13.13% 13,881,733,0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6,733,148.63 1,429,157,967.52 -40.75% 1,091,456,83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7,342,638.90 1,175,419,266.09 -30.46% 506,836,67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7,940,531.08 1,306,195,131.68 6.26% 2,195,621,229.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 -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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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6% 21.94% -12.38% 23.24%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总资产 21,869,243,473.46 13,498,191,470.01 62.02% 14,737,474,39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52,475,952.86 6,600,116,231.22 96.25% 6,677,235,652.90 

公司于2018年8月完成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国望高科100%股权暨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均发生变更，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要业务变更为民用涤纶长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行

业变更为化学纤维制造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等相关规定，由于国望高科原股东盛虹科技认购公司定向

发行的股份并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本次交易行为属于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按照反向购买相关会

计处理方法编制。原上市公司业务于2018年9月1日并入国望高科的财务报表，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数的核算范围为国望高科

与原上市公司的全部业务，期初数的核算范围仅为国望高科的业务；合并报告期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核算范围为国望高科

2018年度业务和原上市公司9-12月业务，以前年度仅核算国望高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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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4,716,295.51 4,843,175,435.31 4,960,753,592.18 5,041,571,16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989,202.95 354,069,672.21 -38,781,462.90 196,455,73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3,405,666.55 355,046,338.58 -56,421,039.54 185,311,67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422,057.42 339,593,802.21 90,144,944.90 1,307,623,8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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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8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期财务报表按照反向购买相关会计处理方法编制。上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仅

核算国望高科相应期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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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82,3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户） 

80,74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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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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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数量 

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71% 2,768,225,540 2,768,225,540 0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2% 322,972,453 0 0 

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134,104,200 0 0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2,591,237 42,591,237 0 

江苏鹰翔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5% 9,982,348 0 0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易方达基金臻选 2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6% 6,490,600 0 0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外贸信托－外贸信

托·稳富 FOF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15% 5,857,3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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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2% 4,711,265 0 0 

钮卫东 境内自然人 0.10% 4,169,340 0 0 

中国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09% 3,724,12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盛虹科技与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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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一致行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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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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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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全球经济及贸易触底

回升，我国纺织工业也逐渐趋稳回升，为化纤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支撑。2018年，化纤行业运行质

量总体良好，原油依然是影响化纤价格的主要因素，新产品开发加速使得在品牌、品质、品种方面均有提

升。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变更为以民用涤纶长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核心，以热

电等业务为补充，行业变更为化学纤维制造业。公司以“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为目标，持续完善重

组后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同时充分利用区域纺织产业集聚优势，积极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进程，进一步推动化纤业务板块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拓展营销渠道，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

信息化系统建设能力，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44,021.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84,673.3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0.75% 。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保持稳定，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系

本期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59,861.11万元所致，该商誉是因公司本次反向收购资产重组而形成。本次计

提的商誉减值准备是为了实现长期稳健发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进行的会计处理，与上

市公司原有业务及收购目标公司国望高科的盈利能力无关，且不影响国望高科的业绩承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经营的主要产品及劳务从“热电生产、房地产开发、营业房出租等”变更为“以

民用涤纶长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核心，以热电等业务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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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Y 10,594,260,544.68 1,079,424,574.68 14.34% 21.89% 9.60% -1.54% 

FDY 2,617,659,019.43 290,365,726.98 15.62% 1.64% -13.80% -2.72% 

POY 3,400,453,040.46 276,978,452.72 11.47% -18.98% -18.8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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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8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期财务报表按照反向购买相关会计处理方法编制。原上市公

司业务于2018年9月1日并入国望高科的财务报表，公司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核算范围包括国望高科2018年度和原上市公司9-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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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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鉴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的资产、主营业务及股权结构等均发生变更，

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将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自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执行。 

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二

十九）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由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所致，鉴于本次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重组完成后，

根据反向购买的处理原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以法律上的子公司（即国望高科）财务数据为基础编制，以

上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为国望高科的相关会计估计。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影响。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于2018年8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2、会计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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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修订，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执行。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未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按照《通

知》相应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 

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二

十九）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5）于2018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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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8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与重组前原上市公司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公司合并范围

新增国望高科、中鲈科技、港虹纤维、盛虹纤维、盛虹检测、盛虹科贸、逸远控股、塘南污水、兴达管道，

其中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国望高科100%股权（中鲈科技、港虹纤维、盛虹纤维、盛虹检测、盛虹科贸、

逸远控股、塘南污水为国望高科控制的企业），通过现金支付购买兴达管道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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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缪汉根 

                                                                 二○一九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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