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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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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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最近三年 2019年、2018年和 2017年合并

会计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56,688,934.28 元、27,609,663.84 元和

-86,569,456.92 元，三年合计可分配利润总额为-115,648,727.36 元，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38,549,575.79元。母公司 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6,349,891.28元。 

鉴于公司近三年年均可供分配利润为负数，母公司本年实现的净利润为负数。因此，2019年

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该预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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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升股份 600156 益鑫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段传华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号华升大厦 

电话 0731-85237818 

电子信箱 hnhsgf@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苎麻纺、织、印染及服装服饰、医药机械的生产、销售及外贸进出

口业务。主要产品为苎麻、亚麻、大麻纱、面料和服装、含麻职业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及

医药机械。公司集原料采购、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美国、韩国、



日本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公司麻纺织产品不断被国内外一些知名服装、服饰、家纺品

牌所采用。 

苎麻纺织虽然在整个纺织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小，但苎麻纤维具有吸湿透气、防霉抑菌、

抗紫外线等功能，而且强力高、伸长小，苎麻主要用于服装、家纺等行业，苎麻纺织产品经典高

雅、有品位，是其他天然纤维产品不能替代的，不断被各类消费者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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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10,304.844629 104,098.93102 5.96 103,869.48 

营业收入 103,824.448048 101,685.966135 2.10 71,24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68.893428 2,760.966384 -305.32 -8,65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97.08 -6,766.35 -9.89 -1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8,818.591828 64,997.839859 5.88 62,23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612.671282 -2,547.591116 159.57 -1,788.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10 0.0687 -305.24 -0.2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10 0.0687 -305.24 -0.2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48 4.34 减少12.82个百分

点 

-13.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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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4.22 17,004.92 21,272.64 29,24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6.72 -504.68 -1,112.00 -3,0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50.90 -818.09 -1,142.03 -2,98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4.90 3,307.06 -2,997.28 -2,8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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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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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集团有

限公司 

  162,104,312 40.31 0 质押 20,000,000 国有

法人 

安同良   10,000,000 2.49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孙正贵   4,567,800 1.14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张惠   1,676,800 0.42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周芹   1,539,753 0.38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周卫国   1,262,496 0.31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张佩   1,158,900 0.29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张涤新   1,102,004 0.27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马红芝   892,132 0.22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章蕾   874,500 0.22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无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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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详见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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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分别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通知要求对

2019 年年初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不影响当期损益），具体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单位：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单位：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5,105,513.05 
应收票据 4,001,520.24 

应收账款 91,103,992.8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9,653,600.41 
应付票据 0.00 

应付账款 69,653,600.4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单位：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单位：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40,680.00 
应收票据 240,680.00 

应收账款 0.00 

2、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又于 2017 年 5

月 2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

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次修订后

的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主要变更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

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由“已发生信用损失法”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且计提范围有所扩大，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进一步明确。 



4）套期会计准则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

要求取代定量要求，引入套期关系“再平衡”机制。 

5）金融工具相关披露要求相应调整。依据准则要求，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

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

的差异追溯调整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具体调整如下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0,089,899.00 110,089,899.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734,420.52  -17,734,420.5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111,021.96 12,111,021.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738,856.98 8,655,531.98 -9,083,325.00 

资产合计 1,040,989,310.20 1,136,372,485.64 95,383,175.44 

未分配利润 72,892,219.59 168,275,395.03 95,383,175.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649,978,398.59 745,361,574.03 95,383,175.44 

股东权益合计 667,436,764.60 762,819,940.04 95,383,175.4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40,989,310.20 1,136,372,485.64 95,383,175.4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0,089,899.00 110,089,899.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623,398.56   -7,623,398.5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00,000.00 2,000,0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51,577.82 568,252.82 -9,083,325.00 

资产合计 595,458,625.61 690,841,801.05 95,383,175.44 

未分配利润 55,261,320.07 150,644,495.51 95,383,175.44 

股东权益合计 593,030,326.43 688,413,501.87 95,383,175.4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595,458,625.61 690,841,801.05 95,383,175.44 

其中，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的

权益工具投资，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列示的，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至“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具体调整如下表：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原列报科目 调整后列报科目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23,398.56  110,089,899.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江苏金百灵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华升 1 号私募基金 
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沅江洞庭士达麻纺织厂有限

公司 
   111,021.96      111,021.9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00   1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湖南华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综上，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上述新准则，2019 年 1 月 1 日年初未分配利润增

加 95,383,175.44 元，主要是公司持有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由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更为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司已按评估交易价和会计准则的要

求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3、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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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湖南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5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