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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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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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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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47,573,270.64元，减去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4,757,327.06 元，当期可供分配的母公司净

利润为 132,815,943.58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决定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5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0.60 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 90,000,000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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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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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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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4-86389999 0574-86389999 

电子信箱 hjd@bros.com.cn zlw@bros.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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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色纺纱行业 30 余年，公司形成以自制生产为主、委托外协加工为辅，通过特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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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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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节能、减排、环保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由于各种纤维收缩性或上色性

的差异，在色纺纱织成布后的整理加工中，会使布面呈现出色彩丰富、色泽柔和、立体感强的风

格，提高了布面产品的附加值，可用于制作中高档面料。目前，越南百隆产能逐步释放，受下游

客户产品配套需求，越南百隆亦生产部分坯纱。相较于色纺纱，坯纱工艺简单，无需染色处理，

毛利率也相对较低。本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坯纱实现销售收入 15.51 亿元，占全部销售收入的

26.78%。（二）经营模式 1、色纺纱主要生产环节分为染色和纺纱两部分，主要流程如下：①染

色工艺流程 a.装缸工序：将原棉开包，称重后放入染色机，同时对棉花喷洒清水。b.漂白或染色：

对原棉进行漂白或染色加工。c.脱水工序：对漂白或染色加工后的棉饼进行脱水处理。d.烘干工序：

使用热蒸汽对染色棉进行烘干处理，使得白棉或色棉产品的回潮率达到相关标准。e.打包工序：

使用液压打包机将松散的纤维压缩并捆扎成一定密度和规格的包装物，以提高贮存或运输的容积

效率。f.色棉成品：白棉或色棉成品包，经质检确认色光、色牢度、可纺性和回潮率等各项指标均

符合相关标准后，即可发往纺厂。②纺纱工艺流程：a.配棉工序：将各种颜色的色棉根据客户的

要求按不同比例进行配棉，将色棉开松混合均匀；经打包工序打包，然后进行前纺加工。b.清花

工序：将打包好的混合色棉开包后，经过抓棉机、开棉机、清棉机、成卷机等设备，使色棉充分

开松、混合、梳理，并将不能成纱的短绒、杂质进行清除，并加工成棉卷，完成清花工序。c.梳

棉工序：将通过清花工序后的棉卷进一步开松、梳理、清除短绒、杂质、棉结后成为普梳条。d.

精梳工序：将普梳条在并条机、条卷机进行二次合并加工，然后通过精梳机的精细梳理进一步清

除棉条中短绒、棉结和杂质，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e.并条工序：将精梳条/普梳条并合放入并

条机，以改善条子长片段不匀率，用反复并合的方法进一步实现单纤维的混合，保证条子的色棉

成分均匀，稳定成纱质量并将棉条有规则的圈放在棉条筒内。f.粗纱工序：通过粗纱机牵伸将棉条

抽长拉细，并使纤维进一步伸直平行，卷绕成形将加捻后的粗纱卷绕在筒管上，制成一定形状和

大小的卷装，以便储存、搬运和适应细纱机上的喂入。g.细纱工序：将粗纱均匀地拉长拉细，达



到后续工序需要的特数（支数）；将牵伸后的粗纱加上适当的捻度，增强纤维之间的抱合力，使成

纱具有一定的强力、弹性和光泽；将拉长加捻后的纱条，按照成形要求卷绕在筒管上，做成管纱

状的细纱。h.络筒工序：将小卷装的细纱穗在落筒机上加工卷绕成一定规格的纱筒，并切除纱线

中的各种疵点，便于包装和运输。i.色纺纱成品。    2、原材料采购    原材料约占公司营业成本的

70%，其中以棉花占比最高。近年来，根据国内、国外产能布局情况，形成了国内以购买国产棉、

进口棉为主，并适时以期货棉作为棉花现货市场采购的补充；越南工厂以采购国际市场棉花为

主。     3、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同时在产品销售淡季进行一定比例的库

存生产。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品牌直销的销售模式。公司始终重视与品牌运营商（洋行）

的交流、推广和营销。公司在深圳、香港设有推广部，通过参加国内外行业展会，进行品牌推广

及宣传；通过拜访推介会等方式推介公司产品，挖掘新客户资源；对现有品牌客户定期拜访，获

取市场信息并推介公司新产品；同时针对重点客户建立产品合作开发关系，通过自身强大的新品

研发能力，增强与客户的粘合度，促进销售。（三）行业情况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

究院发布的《2019 年纺织行业经济运行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纺织行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风

险挑战明显增多，全行业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加快推动转型升级，努力克服下行风

险压力，综合景气度及生产情况大体平稳。但在内外市场需求放缓、贸易环境更趋复杂、综合成

本持续提升等多重压力下，企业投资增长动力偏弱，效益水平下滑，主要经济运行指标均呈现放

缓态势。纺织行业开工生产情况基本平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纺织业（不含化纤、服装）

和化纤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8.4%和 83.2%，均高于同期全国工业 76.6%的产能利用水平。全年纺

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增速低于 2018 年 0.5 个百分点。2、国内外市场

持续承压 2019 年，中国纺织业受外需减弱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国内纺织服装出口逐步走弱。出

口方面，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金额为 2807 亿美元，同

比减少 1.5%，增速低于上年 5.3 个百分点，但较 2019 年前三季度回升 0.8 个百分点。从产品结构

来看，纺织品出口金额为 127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服装出口金额为 1534.5 亿元，同比减

少 3.7%。从市场结构来看，对新兴市场出口表现好于传统市场，2019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出口纺织品服装的金额同比增长 3.7%，而同期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出口金额同比分别减

少 6.6%、4.6%和 4.4%。内销方面，2019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内销市场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国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为 13517 亿元，同比增

长 2.9%，增速较 2018 年放缓 5.1 个百分点；全国网上穿着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5.4%，继续保

持两位数的良好增长水平，但较上年放缓 6.6 个百分点。3、效益及投资压力突出 2019 年，纺织



行业盈利压力显著增加，产业链多数环节效益持续承压。全年，3.5 万户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49436.4 亿元，同比减少 1.5%，增速低于 2018 年 4.4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2251.4 亿

元，同比减少 11.6%，增速低于上年 19.6 个百分点。各子行业中，麻纺织、印染和针织行业全年

利润总额实现正增长，增速分别为 8.4%、5.8%和 0.2%，分别高于全行业增速 20、17.4 和 11.8 个

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6%，较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终端行业

利润率水平相对稳定，服装、家纺和产业用行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分别为 5.5%、5.1%和 5%。纺织

行业产成品周转率为 14.9 次/年，总资产周转率为 1.2 次/年，均较上年小幅放缓；三费比例 6.9%，

略高于上年 0.1 个百分点，表明企业运营压力较大。纺织行业投资规模有所缩减，2019 年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减少 5.8%，增速较上年放缓 10.8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纺织业和化纤业

投资额同比分别减少 8.9%和 14.1%；服装业全年投资额实现 1.8%的正增长，增速高于上年 3.3 个

百分点。4、越南纺织业总体情况越南纺织服装协会(VITAS)主席武德江在越南 2019 年纺织品服装

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称，越南纺织服装业今年同比增长近 7.55%。预计全年出口额达到 390 亿

美元。 据越南人民报消息，武德江表示，越南 2019 年纺织服装品进口额达到 223.8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21%，原材料进口额达 19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6%；纺织服装品国内附加值达 197.3 亿

美元，增长 10.19%；贸易顺差 166.2 亿美元，增加 22.5 亿美元，同比增加 15.7 个百分点。在越

南纺织服装出口市场中，美国仍是越南纺织服装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越南对该市场的出口额达 1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占出口总额的 38.97%；对欧盟出口额达 44 亿美元，增长 2.23%，占 11.28%；

对华出口额达 42.5 亿美元，增长 7.05%，占 10.9%；对日本出口额达 42 亿美元，增长 4.79%，占

10.77%；对韩国出口额达 40 亿美元，增长 4.42%，占 10.26%；对东盟出口额达 21 亿美元，增加

77.5 亿美元，占 5.38%。近年来由于越南劳动力成本低廉，纺织服装业正加速将生产基地从中国

迁往越南，越南 2018 年纺织服装业出口额达 360 多亿美元，增长率 16.01%，一举成为世界第三

大纺织品服装出口国，仅次于中印。（来源：观察者网）2020 年 2 月 12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

行的全体会议上，欧洲议会投票正式批准通过了《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后续越南

方面将计划在今年 5 月份提交给越南国会审议，一旦通过，最快将于 2020 年 7 月生效。一旦 EVFTA

正式生效，欧盟将取消对越南 85.6%税目关税，相当于越南对欧盟出口额的 70.3%。在该协定生效

7 年后，将取消 99.2%税目关税，相当于越南对欧盟出口额的 99.7%。关于剩下的 0.3%出口额，欧

盟承诺给予越南享受配额制下的零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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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4,314,591,438.11 13,510,419,080.01 5.95 11,670,721,466.86 

营业收入 6,221,786,385.25 5,997,856,921.82 3.73 5,952,213,875.2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7,808,907.84 437,525,800.72 -31.93 487,743,406.8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3,316,539.88 419,833,233.03 -37.28 428,559,049.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973,621,681.07 7,733,564,821.48 3.10 7,265,894,382.5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57,403,707.46 -559,618,662.05   372,677,871.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29 -31.03 0.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29 -31.03 0.3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3.80 5.82 减少2.02个百

分点 

6.6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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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394,221.34 1,346,116,265.91 1,704,815,232.61 1,652,460,66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2,801,475.55 101,691,568.92 72,026,430.18 1,289,4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86,515,686.43 145,331,164.76 93,432,813.37 -61,963,12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353,343,603.61 -156,538,468.55 728,530,733.36 738,755,046.26 



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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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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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45,799,814 29.72 0 无 0 境外法

人 

杨卫新 0 273,852,704 18.26 0 无 0 境外自

然人 

三牛有限公司 0 186,000,372 12.40 0 无 0 境外法

人 

杨卫国 0 115,525,122 7.70 0 无 0 境外自

然人 

郑亚斐 0 75,000,000 5.00 0 无 0 境外自

然人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0 17,908,760 1.19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0 14,504,115 0.97 0 无 0 未知 

宁波超宏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0 3,085,248 0.21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马建荣 0 3,018,387 0.2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杨桦 2,966,200 2,966,200 0.2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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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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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产品为色纺纱，本期纱线销售 19.26万吨，2019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62.22 亿元，实现

净利润 2.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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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规范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

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并发布了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于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2019 年 4 月 25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决定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根据政策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

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并按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中衔

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并按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要求

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实质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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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 2020年 4月 2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对外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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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国安贸易有限公司和百隆（越南）贸易有限公

司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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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