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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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陈强 因公出差 陈澄清 

 

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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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 6,309,418.25元（母公司数，下同），提

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630,941.83 元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678,476.42 元。加上上年结

转未分配利润 112,034,818.31 元，扣减 2017年支付属于 2016年度的现金股利 19,040,000元，

公司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8,673,294.73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进行如下

分配：按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7,2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

元（含税），共计分配 8,160,000元；经上述分配后，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 90,513,294.73元，留

存以后年度分配。此预案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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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竹纺织 60049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美珍 王炳栋 

办公地址 福建省晋江市青阳凤竹工业区 福建省晋江市青阳凤竹工业区 

电话 0595-85656506 0595-85656506 

电子信箱 chenmeizhen@fynex.com.cn wangbingdong@fyn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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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处于纺织行业的中游，主营业务为生产、加工针织、机织色布、漂染、纺纱、染纱、印

花加工，销售自产产品；从事环保设施运营；从事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公司的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 

（1）针织坯布，包括： 

单面类：包括汗布、毛巾布、提花布、彩条布； 

双面类：包括双面提花布、罗玛布、交织布、夹层布； 

罗纹类：包括 1X1 罗纹，2X2 罗纹，弹力罗纹、移圈罗纹等； 

抗起球绒布类，包括单刷单摇、双刷双摇、双刷单摇； 

绒布类，主要为卫衣布。 

（2）针织成品布，包括上述坯布及经编布、鞋材布。 

（3）筒子色纱，包括全棉、涤棉、涤纶、腈纶、锦纶和粘胶丝等。 

 以上产品主要作为制作各种童装、运动服、内衣和外衣的面料。公司定位于中高档产品市场，

主要市场和客户集中在福建省，并辐射至全国。公司产品中 70-80%以服装形式间接出口至港台、

中东、欧美和日本等市场。 

 公司涉足的织造和染整业务是纺织业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最终为服装业提供针织染整面料

（主要为各种童装、运动服、中高档 T 恤和内衣生产厂家提供面料），存在一定的季节波动性，因

公司定位于中高端产品市场，以品牌单和中高端校服为主，全年运行比较平稳，季节性波动不是

特别大。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原材料采购：公司生产所用的原辅材料主要是棉纱和染化料。公司制定有物资采购管理办法

及合格供应商名录，物资采购部门根据物资需求计划采取招标、询价等方式实施采购；为维持正

常生产，公司需要保持一定量的存货安全库存，特别是棉纱、染料、助剂等原辅材料。为保证原

辅材料质量和交货期，公司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以严格的供应商筛选体系定

期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并逐步引进了竞争机制，对原辅材料比质比价，降低采购成本。 

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由销售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或

客户订单将生产计划下达至生产部门，实行按单生产；公司的业务主要由两部份组成：一是织造

业务，即通过自行采购和接受客户委托的原料，经过针织和染整后制成针织光坯布，自行销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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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加工费；二是染整加工业务，即接受客户委托，将客户提供的棉纱或坯布加工为光坯布并收

取加工费。 

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逐步加强自有品牌业务的经营，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并不断引进先

进技术、工艺设备、吸收专业人才，不断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同时加

强与上下游的联系，根据需求信息和流行趋势，通过订单模式掌握产量和库存，提高高档次、高

品质、功能性、环保性面料业务的比重，强化产品的适销性和赢利能力。 

3、行业情况说明： 

行业情况说明请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

况” 之“（四）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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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088,494,988.95 1,012,306,091.93 7.53 999,753,217.86 

营业收入 821,179,833.14 762,144,650.50 7.75 719,940,26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27,833.04 56,420,911.94 -56.00 12,998,03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13,391.50 58,179,893.53 -61.13 7,372,75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6,666,459.97 690,878,626.93 0.84 639,897,71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898,672.67 122,878,852.76 -62.65 83,877,01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3 0.2074 -55.98 0.0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3 0.2074 -55.98 0.0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69 8.4852 减少4.8983个百分点 2.044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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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77,788.19 194,166,172.21 228,587,071.74 236,448,80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6,971.43 5,815,081.21 6,804,213.19 8,161,56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83,255.11 7,031,240.07 8,051,917.54 5,246,97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30,874.46 24,232,814.62 622,390.69 39,774,341.8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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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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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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澄清 0 29,147,520 10.72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常春 0 23,643,600 8.69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春兴 0 23,256,000 8.55  质押 10,500,000 境内自然人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0 13,600,062 5.00  无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日进斗金 14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8,191,908 3.01  无  未知 

陈慧 0 7,389,209 2.72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嘉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63,000 7,238,205 2.66  无  未知 

李萍影 0 6,377,265 2.34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157,000 2,210,447 0.81  无  未知 

林思恩 2,206,800 2,206,800 0.81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董事长陈澄清先生、李萍影女士与陈慧女士为父女、母女关

系，为一致行动人；2、陈澄清先生、李常春先生、李春兴先生和李萍

影女士同为福建凤竹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董事；陈澄清先生、李萍影

女士、李常春先生和李春兴先生亦为凤竹纺织之股东（其中陈澄清先生

和李常春先生亦担任凤竹纺织董事）。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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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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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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82,117.98 万元，同比增加 7.75%，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

出口销售的增长。公司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 3,483.14 万元，较去年同期 5,571.97 万元减少

37.48%，主要原因一是收到兴烨创投投资分红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减少；二是报告期内因染化料、

能源动力等价格上涨，使得公司的单位成本增加，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公司实现净利润 2,482.78万元，同比减少 56.00%，主要系营业利润的减少所致。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08,849.50万元，较初期增加 7.53%，净资产 69,666.65

万元，较初期增加 0.84%。净资产的增加主要是本年度净利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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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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并要求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该准则要求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根据上述文件规定，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将与企业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并在利润表

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

映；将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对当期及

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

响。 

2、2017 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要求对于 2017 年 5月 28日施行日存在的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公司根据规定和要求,利润表新增“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行项目，分别反映净利润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和与终止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公司于本准则

实施日尚不存在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事项。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涉及的会

计政策变更, 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2017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

和要求,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

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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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本报

告期内，公司 2017年度非报废的资产处置损益共计-1,459,080.01元，记入了资产处置收益，调

减同期营业外收入 694,787.74元、营业外支出 2,153,867.75元；2016年度非报废的资产处置损

益共计-6,451,778.80 元，追溯调整了资产处置收益，调减同期营业外收入 70,933.67 元、营业

外支出 6,522,712.47元。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对当期及前期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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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陈澄清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