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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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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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2,477,284.52 13,510,419,080.01 1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797,152,859.55 7,733,564,821.48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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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882,072.16 -257,973,415.04   

营业收入 2,864,510,487.25 2,942,781,099.75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4,493,044.47 325,996,050.26 -3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1,846,851.19 244,641,508.44 -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7 4.39 减少1.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22 -3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22 -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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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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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58,32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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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97 14,5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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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 5,114,021 0 未知 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未知 0.23 3,45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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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   42.7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27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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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28.65 亿元，实现净利润 2.24 亿元。 

销售方面 

今年上半年受到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等的不确定性影响，国内纺织服装市场异常低迷，同时市

场竞争加剧，库存压力增加。在销售方面，首先，公司继续加强对重点客户的服务跟进，努力挖

掘既有客户潜力；其次，积极跟随市场需求变化，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及方向，开发新的产品品类

及新的客户资源，以扩大销售；同时，继续保持新产品开发力度，通过产品的迭代开发和完善，

引导客户选择，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新产品开发方面 

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百隆继续以“十三五”纺织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立足点，积

极开发环保系列、高性能智能系列、舒适系列、差别化系列的新产品，以增强产品竞争力。 

环保方面 

根据国家海洋督察有关入海排污口整治的相关要求，子公司余姚百利投资近 600 万元铺设了

一条 7 公里长的排污管专线，企业经预处理后按纳管标准排入到城镇污水处理厂，今年一月初投

入使用，结束了原来自行处理、达标排海状况。 

越南工厂情况 

截至 2019 年上半年，越南百隆已形成 70 万纱锭生产能力，占目前百隆全部产能的 50%。本

报告期内，越南百隆完成销售收入 13.40 亿元，实现净利润 1.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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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