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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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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4-87145981 0574-87149581 

电子信箱 hjd@bros.com.cn zlw@bros.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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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5,634,035.23 10,994,301,078.06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874,249,599.86 6,626,260,928.54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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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526,035.77 -270,381,654.8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619,988,868.77 2,495,982,795.91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0,343,130.89 267,327,790.31 1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72,087,468.01 195,199,057.29 39.39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8 4.01 增加0.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18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18 11.11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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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 186,000,372 0 无 0 

杨卫国 境外自

然人 

7.70 115,525,122 0 无 0 

郑亚斐 境外自

然人 

5.00 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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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9,688,018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29 19,276,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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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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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93 13,958,673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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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91 13,57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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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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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国内棉花价格持续走高，但国内外终端服饰产品销售未现明显好转，加之东

南亚地区纺织服装行业快速崛起，国内人工、环保等各项成本高企，国内纺织企业承压日益加剧。 

2016 年 1-6 月，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6.2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97%；完成净利润 3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35%。 

本报告期内，公司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销售方面，依托百隆强大的产品创新能力及可靠的产品质量，进一步强化服务理念，为客



户提供精准、优质、高效地用户体验；同时，以新产品开发为契机，增强上下游供应链粘合度，

以此带动公司主营销售持续增长。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实现销售收入、数量双增长，较好完成

半年度既定目标。 

2、越南项目建设方面，截至报告期末，百隆越南一期、二期已全部投入生产，三期项目预计

今年年底全部投入生产。随着越南工厂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百隆越南的国际竞争力将得到进

一步体现。 

3、应对汇率波动方面，自经历 2015 年 8.11 汇改，人民币大幅贬值后，公司积极调整境内外

资产配置比例，有序偿还美元借款，有效减少因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 

4、应对棉花价格波动方面。自今年 4 月以来，棉花价格上涨 20%以上，而终端服装销售未现

明显好转，棉纱销售价格未能同步上涨，纱厂利润被压缩。在此不利局面下，公司依托前期充足

的原棉储备，以及境外工厂及保税区工厂采购进口棉优势，平稳有序组织生产，为实现全年经营

目标提供切实保障。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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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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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百隆(越南)贸易有限公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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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