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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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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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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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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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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纺城 60079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伟夫 马晓峰 

电话 0575-84116158 0575-84135815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

道1639号（钱陶公路与金柯桥

大道交叉口）柯桥创意大厦

19-20层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

道1639号（钱陶公路与金柯桥

大道交叉口）柯桥创意大厦

19-20层 

电子信箱 zwf@qfcgroup.com mxf@qfcgrou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728,004,622.09 10,333,712,924.94 -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205,041,861.68 5,357,560,276.61 -2.8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5,028,412.09 1,447,130,542.25   

营业收入 492,310,607.05 468,398,293.13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6,230,823.79 227,436,536.83 -2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1,312,827.73 218,211,858.62 -26.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09 4.53 减少1.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16 -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16 -31.2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7,68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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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

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75 553,362,648 0 无   

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5 63,700,00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2.05 29,999,999 0 未知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67 24,427,966 0 未知   

谢美华 未知 0.87 12,696,364 0 未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红建

股份经济合作社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3 10,738,000 0 未知   

吕建荣 未知 0.65 9,580,0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5 9,560,251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62 9,102,069 0 未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101组合 

未知 0.62 9,016,06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轻纺城总体发展思路和主要工作任务，力促轻纺城转型升级，

推动市场国际化、智慧化、品质化建设，公司整体保持平稳运行，实现营业收入 4.92 亿元，同比

增长 5.11%，其中市场租赁收入 3.81 亿元，仓储租赁收入 0.5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66 亿元,同比减少 26.91%（主要系浙商银行 2018 年对普通股股东不进行红利分配引起）。

报告期内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全力践行“三服务”工作  

公司全面组织实施以服务市场、服务经营户、服务客商为主线的“三服务”活动，通过主动

走访市场经营户，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了解目前经营遇到的问题，能够现场解决的问题给予现场

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通过出台相关服务措施给予解决，从经营户经营出发，变被动为主动，

为经营户经商提供最便捷的服务。 

2、推进市场“智能化”建设 

随着市场商户对市场营商环境要求的提升，公司下属各市场以“智慧市场”建设为抓手，开

展市场智慧化管理，全面推动智慧消防、智能收费、智慧停车设施建设，部分市场已取得成效。 

3、积极部署开展市场招商  

重视市场招商工作，充分利用柯桥头条、公交车载广告、微信平台等渠道，创新招商引资工

作，提高营业房出租率。积极部署了 2019 年下半年到期的北联市场 7-8 期 625 间营业房公开拍租

工作以及坯布市场空置营业房的对外招商工作。 

4、围绕主业开拓投资渠道 

鉴于公司目前利润来源单一，公司确立了围绕市场主业，开拓投资渠道的投资思路。公司积

极参与浙江省海港集团和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牵头发起的“一带一路”迪拜站建设工作，目前公司

已与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海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圆通蛟

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章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

立浙江之迪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轻纺城股份公司占出资额的 10%），作为

迪拜站建设的内资平台公司。 

此外，针对原有物流园区发展的局限性，积极调研公司所属物流基地的升级与拓展模式，发



挥轻纺城物流优势，力争更好地服务市场服务城市。 

5、国内外展会业务有序开展 

为帮助经营户拓宽销售渠道，提升轻纺城市场的知名度，公司通过结合柯桥区“丝路柯桥•

布满全球”活动，以开展国内外自办展、组团参展、展位代理业务等形式带动市场经营户开拓国

内、国际市场。在国内展方面，组团参展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春夏展，同时成功举办

深圳服装品牌与柯桥优质面料企业对接会、第二届“中国柯桥坯布纺织新材料展”；在海外展方面，

举办了韩国•首尔东大门中国轻纺城巡回展、意大利•普拉托中国轻纺城全球巡回展和越南•胡志明

中国轻纺城全球巡回展, 组团参展巴基斯坦展等。 

 

 

 

 

3.2 主营业务分析 

3.2.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92,310,607.05 468,398,293.13 5.11 

营业成本 193,320,756.54 177,200,636.73 9.10  

销售费用 10,100,731.73 11,139,503.22 -9.33  

管理费用 29,028,244.47 27,792,371.65 4.45  

财务费用 -18,589,120.99 -4,966,050.06 不适用  

研发费用 2,236,471.70 2,525,425.85 -1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028,412.09 1,447,130,542.25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082,503.85 -578,089,278.7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988,745.23 -114,454,253.42 不适用 

其他收益 1,393,574.58 8,148,768.70 -82.90 

投资收益 25,198,806.08 98,891,440.99 -74.52 

营业外支出 4,356,688.94 1,551,539.66 180.80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4,906,871.68 42,905,886.79 -227.97 

综合收益总额  119,957,328.43 279,337,396.61 -57.06 

基本每股收益 0.11 0.16 -31.2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各市场租金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各市场维护费用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市场的营销费用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新增办公用房租赁、社保增加及车辆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高于上期等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人力资源费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期收取到期营业房租金多于本期，本期缴纳

税金多于上期共同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到期理财产品多于上期，上期支付坯布市

场股权收购款和新服装市场资产购买款等共同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现金分红多于上期所致。 

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浙商银行不进行分红及理财产品收益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捐赠支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浙商银行、浦发银行按公允价值计量变动的影响所

致。 

综合收益总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浙商银行、浦发银行按公允价值计量变动及本期浙商银行不进

行分红共同影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浙商银行不进行分红所致。 

 

3.2.2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根据浙商银行官网公告，该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商银行 2018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2018 年度浙商银行对普通股东不进行股利分配，对报告期内利润产生较大影响。（上年

同期公司收到浙商银行 2017 年分红款：77,828,868.58 元） 

 

3.3 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148,264,923.40 11.80 1,620,199,576.87 15.68 29.13 主要系预缴

房产税及分

红所致。 

应收账款 7,820,633.26 0.08 1,139,809.25 0.01 586.14 主要系应收

物管费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1,202,889.11 0.01 553,827.96 0.01 117.20 主要系本期

工程预付款

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0 不适用 1,891,844,321.42 18.31 不适用 因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

调整所致。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1,817,491,409.17 18.68 0 不适用 不适用 因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

调整所致。 

在建工程 58,836,046.83 0.60 42,380,513.99 0.41 38.83 主要系本期

工程进度款

推进所致。 

应付账款 63,386,694.64 0.65 89,446,135.52 0.87 -29.13 主要系支付

工程款减少

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14,609,688.05 0.15 23,768,611.08 0.23 -38.53 主要系本期

支付上年年



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47,415,639.78 0.49 122,821,509.53 1.19 -61.39 主要系本期

支付上年所

得税及房产

税所致。 

 

3.4 投资状况分析 

3.4.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公司积极发挥资金优势，努力尝试与主业相关产业的投资。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对网上

轻纺城增资 2,000 万元；与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海外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章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执御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浙江之迪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轻纺城股份公司

占出资额的 10%）。  

原有各项投资运行正常，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悉数收到会稽山 2018 年分红款 11,220,000

元。公司持有浦发银行股份 8,796,788 股，浦发银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A 股普通股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35元，现金股息已到账,并计

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在持有期间取得的股利收入。公司持有浙商银行股份 457,816,874 股，2018

年浙商银行对普通股股东不进行红利分配。（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所持浙商银行股份、浦

发银行股份已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调整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 

证券代

码 

证

券

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

益变动 

股份

来源 

600000 

浦

发

银

行 

1,918,469.91 0.030 0.030 102,746,483.84 3,078,875.80 12,403,471.08  

认购

法人

股 

02016 

浙

商

银

行 

817,257,904.10 2.45 2.45 1,651,804,941.33 0 -67,310,342.76  

认购

法人

股 

合计 819,176,374.01 / / 1,754,551,425.17 3,078,875.80 -54,906,871.68  / 

 

 

3.5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 

3.5.1 主要控股、全资公司 

（1）绍兴中国轻纺城国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在能源、市场开发、交通运输、房地产、基

础设施、信息产业、生物工程进出口等国家鼓励及允许的行业进行直接投资、并提供相关咨询服

务；生产纺织品；批发、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下设国际物流分公司和天汇市场分公司。 

截至本报告期末，国际物流中心总资产 88,301.68 万元，净资产 45,918.42 万元，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6,892.54万元、营业利润 2,931.22 万元、净利润 2,210.91万元。 

（2）绍兴中国轻纺城物流中心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物集散、货运配载、货运代理、仓储理货）；

海上国际货运代理、物流项目开发经营、物流信息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服务；货物

进出口。 

截至本报告期末，物流开发公司总资产 23,520.68 万元，净资产 21,257.85 万元，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698.35 万元、营业利润-228.27 万元、净利润-228.11 万元。 

（3）浙江中轻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

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 

截至本报告期末，中轻担保总资产 16,523.98 万元，净资产 12,014.13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 162.78 万元、营业利润 283.05 万元、净利润 204.75 万元。 

（4）浙江中国轻纺城网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4,600 万元（实缴 10,600 万元）,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国际物流中心合计持有其 95.66%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包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

化和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等内容的信息服务；含电子公告业务）。商务信息咨询；网站设计；市场经

营管理；提供网上纺织交易服务；网上纺织品销售；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成果

转让；经销：计算机网络工程建设的配套设备。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网络广

告除外）。 

截至本报告期末，网上轻纺城总资产 1,374.51 万元，净资产 437.30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 1,079.71 万元、营业利润-1,054.27 万元、净利润-1,054.29 万元。 

（5）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343.53 万元，企业主要经

营范围：坯布市场经营；房屋租赁；市场物业管理；坯布市场停车场服务经营管理；经销：坯布

及相关辅料。 

截至本报告期末，坯布市场公司总资产 85,450.76 万元，净资产 32,750.55 万元，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4,084.50万元、营业利润 1,983.47 万元、净利润 1,485.86万元。 

 

3.5.2 主要参股公司 

（1）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9,736 万元，公司持有其 20.51%的股权，该公

司经营酒类生产、销售。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持有会稽山股份 10,200.00 万股。 

截至本报告期末，会稽山总资产 418,527.8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1,249.49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5,356.3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43.80 万元。  

（2）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871,869.68 万元，公司持有浙商银行股份

457,816,874股，占总股本的 2.45%，该公司经营范围：经营金融业务。截至本报告期末，浙商银

行总资产 17,372.69 亿元，归属于浙商银行股东权益 1,074.2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25.74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8 亿元。 

 

3.6 其他披露事项 

3.6.1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6.2 可能面对的风险 



（1）纺织面料销售模式的变化，对传统市场销售模式提出了新挑战，随着销售模式的多样化，

公司所属市场面临的招商压力逐渐加大； 

（2）公司缺乏新的可持续利润增长点，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 

 

四、重要事项 

4.1 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刊登的指定网站的

查询索引 
决议刊登的披露日期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9 年 5 月 8 日 http://www.sse.com.cn 2019 年 5月 9 日 

 

股东大会情况说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提案》、《公司 2018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 2018 年度审计

报酬的提案》、《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提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提案》、《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提案》、《关于修

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公司独立董事还向会议作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4.2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 10 股送红股数（股）  

每 10 股派息数(元)（含税）  

每 10 股转增数（股）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4.3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2019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经会议审议，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期一年。 

 

4.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4.5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诚信状况良好，均不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情

况、均不存在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况。 

 

五、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5.1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5.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5.3 涉及业绩约定的，应当披露报告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 

公司在 2017 年收购坯布市场股权及服装市场资产时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签订了《关于收购 

坯布市场公司股权以及服装市场资产的盈利补偿协议》，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承诺坯布市场公司及服

装市场资产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以下简称盈利承诺期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分别为 365.42 万元、804.71 万元、4,067.20 万元，且盈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总额不低

于 5,237.33万元。若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市场资产合计实现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市场开发

经营集团按照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截至 2019 年 6 月，坯布市场公司及服装市场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97.39 万

元（未经审计）。 

 

 

 

 

 

 

 

 

 

 

董事长：葛梅荣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