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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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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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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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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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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隆东方 60133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敬东 周立雯 

电话 0574-86389999 0574-86389999 

传真 0574-87149581 0574-87149581 

电子信箱 hjd@bros.com.cn zlw@bros.com.cn 

 



1.6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94,705,709.98 元，减去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9,470,571.00 元，当期可供分配的母公司

净利润为 175,235,138.98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决定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5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分派现金股利 1.09 元（含

税），共计现金分红 163,50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上述年度分

红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色纺纱生产企业之一，主营业务为色纺纱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

以自制生产为主、委托外协加工为辅，通过“小批量、多品种、快速反应”经营模式，致力于向客

户提供全系列、多品种、质量可靠的以纯棉品种为主的色纺纱线。 

纺织行业是我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传统行业之一，行业劳动密集型和周期性特点较明显。

公司处于纺织行业中细分的色纺纱行业。与传统纺纱“先纺纱、再染色”不同，色纺纱采用“先散纤

维染色、后混色纺纱”的加工方法，在纺纱工序前将所用纤维原料进行染色或原液着色，再把两种

及两种以上不同颜色或不同性能的的纤维经过充分混合后纺织而成的、具有独特混色效果的纱线，

同时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加工附加值，使得公司与传统纺织企业相比，在节能、减排、环保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色纺纱相对于传统纺纱行业毛利率相对较高，其中以棉花为主要原材料的中高

档色纺纱与以化纤为主要原料的中低档色纺纱市场相对独立，高端色纺纱市场的进入壁垒较高。 

2015 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纺织行业呈现出“缓中趋稳”的态势，产业结构调整

加速，行业质效指标稳健，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增速高于全国工业增速水平，但出口

规模有所下降，同比下降 4.88%。本报告期内，行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对外投资：同比增长 14.96% 

2015 年行业投资规模继续扩大，新开工项目增长较快。2015 年我国纺织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额 11,913.21 亿元，同比增长 14.96%，增速高于上年 1.59 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同比增加 18.34%，

高于上年 18.86 个百分点。 

从区域投资结构来看，东部、西部投资占比较上年有所提升，中部地区投资占比较上年有所

下降。东部地区投资增速较上年提升 3.54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增速较上年下降 1.03 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投资增速较上年下降 2.38 个百分点。 

（二）色纺行业上下游情况 

作为纺织行业的细分领域，色纺纱行业以棉花和各类化学纤维为原材料经过生产加工后制造

出可供服装行业使用的纺织原料，其产业链包括棉花种植、化学纤维制造、纤维染色、纺纱、织

布制衣等。色纺纱行业产业链条示意图具体如下： 



 

色纺纱行业的上游行业主要是农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上游原料以棉花为主，少量化学纤维

为辅。棉花作为基础农产品，价格往往受政策面、产量、前期库存量、进出口量、国内消费量、

气候、国家储备、替代品、国际市场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近年来，受国家棉花收储政策的影响，

国内外棉花的价格差一直居高不下。2014 年，国内棉花种植补贴政策试点实行，棉花价格基本由

市场形成，内外棉花价差缩小。但直补政策实施效果还不确定，国储棉、进口配额仍对棉花市场

产生较大影响。2015 年，全球棉花平衡表数据不再继续恶化，较上年度相对稳定，国内棉花价格

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预计 2016 年国内棉花价格将持续低位，上行空间有限。 

色纺纱行业的下游主要是服装行业，其对色纺纱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供需平衡的稳定

以及行业盈利能力的变化方面。服装行业中的品牌服装零售行业与色纺纱行业的联系相对密切，

色纺纱企业通过点对点营销影响品牌服装零售设计师的设计思路，品牌服装零售企业再根据经营

计划通过服装制造企业向色纺纱企业采购原料纱。品牌服装零售行业经营状况，尤其零售环节是

否有足够的消费支撑，将间接影响到色纺纱企业的经营成果。由于消费环境整体低迷，近几年服

装行业整体持续疲软，但从 2014 年开始，随着企业去库存策略和电商等多渠道发展，服装行业呈

现回暖趋势。 

（三）内销：零售额同比增长 9.8% 

2015 年行业内销增速稳中趋缓。2015 年全国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9.8%，增速较上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低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且累计增速在下半年呈

现逐月下降趋势。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纺织行业发展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主要出口市场中仅有美国增长基本

稳定，欧洲、日本等主要市场均复苏乏力；汇率波动加大出口压力，削弱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

优势；棉花问题仍然存在，国产棉品质下降现象突出，高等级棉缺口扩大，储备棉抛售对市场价

格的影响较大；国内企业综合成本提升压力仍然突出，用工成本逐年递增；国内一批纺织服装企

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随着 TPP 协议（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越南、马来

西亚等成员国的纺织服装业预期会迎来一次爆发性增长，将对我国纺织行业带来冲击。 

（四）出口规模：同比下降 4.88% 

2015 年行业出口量价齐跌，且首次出现负增长。2015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 2,838.5 亿

美元，同比下降 4.88%。2015 年 1-11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价格下降 1.43%，出口数量下降 4.3%。 

2015 年 1-11 月，美国、欧盟、日本、东盟仍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重点市场，占我国对全球出

口比重的 55.95%，较 2014 年提高 0.81 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2015 年 1-11 月，从我国进口纺



织服装总额在欧盟、日本市场的比重下滑明显。而以越南、孟加拉为主的东南亚国家的市场份额

正在明显上升。 

 

上述问题相叠加，使得我国纺织行业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的难度进一步增加，预计未来纺织行

业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1,104,782,301.76 10,200,970,355.22 8.86 8,890,540,068.54 

营业收入 5,016,038,422.66 4,620,636,727.00 8.56 4,273,361,233.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4,045,488.66 473,514,469.88 -31.57 507,638,829.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1,818,220.82 324,995,527.07 -40.98 323,772,136.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723,679,132.58 6,536,540,135.51 2.86 6,215,993,749.6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4,071,908.03 -160,147,428.54   586,360,312.10 

期末总股本 1,500,000,000.00 750,000,000.00 100.00 750,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32 -31.25 0.3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32 -31.25 0.3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89 7.44 减少2.55个百

分点 

8.46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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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997,837.63 1,377,984,958.28 1,316,689,084.05 1,203,366,5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0,367,507.68 146,960,282.63 7,862,997.47 48,854,70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5,528,532.71 119,670,524.58 -4,497,087.15 1,116,25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6,277,724.02 -14,103,930.86 311,667,084.13 72,786,478.78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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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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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204,000,000 445,799,814 29.72 0 无 0 境外法

人 

杨卫新 136,764,152 273,852,704 18.26 0 无 0 境外自

然人 

三牛有限公司 93,000,186 186,000,372 12.40 0 无 0 境外法

人 

杨卫国 39,162,468 115,525,122 7.70 0 无 0 境外自

然人 

郑亚斐 75,000,000 75,000,000 5.00 0 无 0 境外自

然人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 8,954,380 17,908,760 1.19 0 无 0 境内非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盛世成

长分级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206,668 13,206,668 0.88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欧永

裕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718,429 9,718,429 0.65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5,835,815 5,835,815 0.39 0 未知 0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0 5,000,000 0.33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和发展战略的持续性，2010年

12月 17日，杨卫新与杨卫国两人自愿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成为一致行动人。2015年 9月 6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国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卫国与郑亚斐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新国投资以协议转让方式向郑亚斐

转让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37,799,81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52%）；杨卫国以协议转让方式向郑亚斐转让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 37,200,18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48%）。本次新国

投资及杨卫国以协议方式合计向郑亚斐转让 7500万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因本次受让方郑亚斐，系杨卫国配

偶，亦为杨卫国一致行动人。截至报告期末，杨卫新、杨卫

国兄弟二人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杨卫国一致行动人郑

亚斐合计直接间接持有公司 74.41%的股权。其中，杨卫新、

杨卫国、郑亚斐直接持有公司 30.96%股权；杨卫新、杨卫国

通过共同控制的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持

有公司 29.72%股权；同时，杨卫新通过全资持有的三牛有限

公司、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3.59%股

权；杨卫国通过全资持有的深圳至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 0.14%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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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要产品为色纱纺，本期生产、销售数量均有 2 万多吨增长。2015 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50.16 亿元（同比增长 8.56%），实现净利润 3.24 亿元（受下半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影响，财务费用

大幅上升，净利润同比下降 31.57%）。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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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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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 2016 年 3月 25日第二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本公司将宁波海

德针织漂染有限公司、余姚百利特种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宁波百隆纺织有限公司、曹县百隆纺织

有限公司、淮安百隆实业有限公司、南宫百隆纺织有限公司、淮安新国纺织有限公司、山东百隆

纺织有限公司、百隆(越南)有限公司、百隆纺织(深圳)有限公司、深圳百隆东方纺织有限公司、

百隆集团有限公司、百隆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百隆东方投资有限公司、百隆东方(香港)

有限公司、东方香港有限公司和淮安国安贸易有限公司等 17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杨卫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