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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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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决定以2017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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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192,00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以上分红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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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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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甬江大道188号 

宁波财富中心8楼 

宁波市鄞州区甬江大道188号 

宁波财富中心8楼 

电子信箱 hjd@bros.com.cn zlw@bro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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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1,654,550.63 11,539,570,678.40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44,223,247.29 7,296,531,462.39 0.6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078,490.24 552,526,035.77 -101.64 

营业收入 3,062,802,701.73 2,619,988,868.77 1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8,500,663.68 300,343,130.89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0,467,935.67 272,087,468.01 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7 4.38 减少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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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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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9.72 445,799,814 0 无 0 

杨卫新 境外自

然人 

18.26 273,852,704 0 无 0 

三牛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2.4 186,000,372 0 无 0 

杨卫国 境外自

然人 

7.7 115,525,122 0 无 0 

郑亚斐 境外自

然人 

5 75,000,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27 19,054,166 0 未知 0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9 17,908,76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71 10,580,424 0 未知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51 7,592,035 0 未知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8C－CT001沪 

未知 0.33 5,020,499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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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让方郑亚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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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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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百隆东方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6 百隆 01 136645 2016 年 8 月

22 日 

2021 年 8 月

22 日 

16 3.5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3745   0.367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6.00   14.3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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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国内棉纺织行业整体表现稳定。本报告期内，

百隆完成营业收入 30.6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0%；实现净利润 3.08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2.72%。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得益于对品牌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公司向各品牌客户提供不同风格、富有特色的新品色

纺纱，同时以优质、高效的售后服务与客户。本报告期内，高附加值的产品销售贡献突出，低附

加值的常规纱销售比重有所下降，使得公司产品主营毛利率实现提升。 

2、客户对产品交期要求更为严格。Eco FRESH Yarn 系列产品，以其快速交货、染色灵活、

节能环保等特性，被更多客户所认可。 

3、坚持新品研发，持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颁发的“十二五”产

品开发突出贡献奖。 

4、越南百隆工厂 A 区 50 万纱锭显效；B 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随着下游客户在越工厂开工

率逐步增加，以及越南百隆产能的进一步释放，越南百隆的经济效益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本报告

期内，越南百隆完成营业收入 9.94亿元，实现净利润 1.34亿元。 

报告期，公司在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颁布的 16/17 棉纺竞争力百强企业中位列第四位。2017

年下半年，百隆将继续秉承企业发展理念，深耕色纺纱产业，为下游客户做好优质的供应商与服

务商，并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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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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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