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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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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南纺 股票代码 6002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冉芳 赵玲 

电话 025-83331634 025-83331603 

传真 025-83331639 025-83331639 

电子信箱 ranfang@nantex.com.cn zl@nantex.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2年(末) 

2011年(末) 本年

(末)比

上年

(末)增

减（%） 

2010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966,032,092.49 3,080,312,073.18 3,098,017,196.41 -3.71 4,054,602,903.52 4,071,156,73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93,237,002.57 162,679,273.08 175,086,276.45 80.25 279,116,786.60 294,803,79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3,572,582.90 56,853,931.89 56,853,931.89 -458.06 -95,336,922.18 -95,336,922.18 

营业收入 4,453,605,010.22 4,836,927,319.90 4,836,927,319.90 -7.92 5,873,871,587.61 5,873,871,58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501,585.67 -113,114,239.38 -116,394,248.69 不适用 -64,817,455.56 -61,911,74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1,140,583.03 -167,306,359.35 -150,067,492.62 不适用 -72,392,689.02 -69,486,977.5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15 -51.12 -49.56 

增加

58.27

个百分

点 

-20.38 -18.63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677 -0.4373 -0.4499 不适用 -0.2506 -0.2393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677 -0.4373 -0.4499 不适用 -0.2506 -0.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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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12,9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11,47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4.99 90,516,562 0 无 0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19 18,609,302 0 无 0 
 

南京斯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 5,351,451 0 无 0 

 

黄素英 境内自然人 2.03 5,258,290 0 无 0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5,173,540 0 无 0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93 4,995,897 0 无 0 
 

郑韬 境内自然人 1.83 4,739,200 0 无 0 
 

中国外运江苏公司 国有法人 1.38 3,567,634 0 无 0 
 

杨宝林 境内自然人 0.86 2,224,636 0 无 0 
 

樊庆生 境内自然人 0.82 2,120,03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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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2年全球经济仍然处于金融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国际市场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

化，北美经济复苏缓慢，日本市场持续低迷，再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等因

素，外部需求持续疲软，出口增速保持相对低位；同时，2012年国内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出口产品综合

成本居高不下，内需走弱致使进口动力不足，2012 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 6.2%，大幅低于市

场预期，未实现年初制定的增速 10%的目标。国内外严峻复杂的经济环境，致使公司主营业务经营风险

进一步上升。 

报告期内, 公司董事长与新聘总经理，共同组成新的核心领导班子，并调整公司董事会及部分经营

班子，顺利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公司新任管理团队直面种种困难与挑战，坚定信念，

带领公司上下团结一心，以扭亏为盈为工作目标，坚持发展进出口主营业务、拓展国内大宗贸易，加强

业务风险管理，加大投资管理和资产处置力度，处理和解决了大量的内部管理问题，稳定了职工队伍，

保证了公司的正常经营。2012年全年，公司实现进出口贸易 24亿，较去年下降 36.46%；国内贸易 17.5

亿，较去年上升 125.19%。 

同时，新任管理团队在全面了解公司情况、稳定经营团队的基础上，面对巨额亏损，从以下方面维

持公司的正常经营：一，通过向控股股东借款获得直接现金支持，报告期内控股股东豁免对公司 1亿元

债权，同时通过与银行谈判、提供增信担保等方式保障公司日常的资金供应。二，针对公司业务特点和

管理需要，重组业务部，推行 ERP系统以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制定内部控制规范，并通过全面预算、

减员增效、积极发展新业务等方式，提高主营业务的收入和利润水平，提高上市公司风险管控能力。三，

加大投资管理和资产处置力度，报告期内处置 1.34亿元债权，终止合作开发项目“东湖花园住宅小区”

项目，并完成镇江南泰、南泰数码等数家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全资子公司

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希望以此帮助公司盘活资产，减轻经营

和财务负担，提高现金流水平。四，公司对内调整组织机构，推进职能部门机构重组，规范薪酬体系，

大幅提升了公司内部管理水平，降低了管理费用，员工组织性和纪律性明显提高，公司凝聚力显著增强。 

1、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453,605,010.22  4,836,927,319.90  -7.92  

营业成本 4,264,174,499.64  4,644,278,065.24  -8.18  

销售费用 64,452,177.03  86,474,440.88  -25.47  

管理费用 136,926,382.15  163,224,648.16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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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103,800,080.49  119,003,632.55  -1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572,582.90  56,853,931.89  -458.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944,544.42  93,435,014.41  -2.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603,753.69  -498,702,877.57   

（2）收入 

（a）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金额合计     1,380,620,196.74   占营业收入比重（%）  31.00  

（3）成本 

（a）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进出口

销售  
采购成本  2,313,832,562.50 49.58 3,701,413,738.58 72.08 -22.50 

出口规模

下降 

国内销

售  
采购成本  1,739,818,922.50 37.28 760,396,339.30 14.81 22.47 

国内大宗

业务增加 

照明销

售  

材料、人工

及制造费用  
109,100,790.26 2.34 102,178,936.04 1.99 0.35 

 

医药销

售  

材料、人工

及制造费用  
83,706,487.23 1.79 68,082,357.64 1.33 0.47 

 

会展服

务  
人工及杂费  11,770,573.69 0.25 11,105,980.33 0.22 0.04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纺织品

及服装  
采购成本  1,916,457,704.08 41.07 2,162,689,049.39 42.11 -11.39 

 

机电产

品  
采购成本等  523,386,045.22 11.22 220,696,924.29 4.30 137.15 

国内销售

规模增加 

化工原

料  
采购成本  1,230,999,588.84 26.38 711,987,637.49 13.86 72.90 

国内销售

规模增加 

金属材

料  
采购成本  269,910,554.68 5.78 1,107,218,767.60 21.56 -75.62 

出口规模

下降 

药品销

售  

材料、人工

及制造费用  
83,706,487.23 1.79 68,082,357.64 1.33 22.95   

展览服

务  
人工及杂费  11,770,573.69 0.25 11,105,980.33 0.22 5.98   

其他  采购成本等  221,998,382.44 4.76 361,396,635.15 7.04 -38.57 
出口规模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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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要供应商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       958,477,527.33  占营业成本比重（%）  22.48 

（4）费用 

（）费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销售费用      64,452,177.03       86,474,440.88     -25.47   

管理费用     136,926,382.15    163,224,648.16  -16.11   

财务费用     103,800,080.49     119,003,632.55   -12.78   

所得税 3,887,724.76 1,914,321.92    103.09  
系子公司本期盈利能力增加，所得

税费用相应增加 

（5）现金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3,572,582.90 56,853,931.89 -458.06 

主要为支付承兑保证金增加，且上

期大股东捐赠款 1 亿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0,944,544.42  93,435,014.41  -2.67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8,603,753.69  -498,702,877.57  不适用  

主要为公司持续降低融资规模，上

期还贷幅度大于本期还贷幅度 

（6）其它 

（a）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投资收益 207,125,797.44  125,549,765.43  81,576,032.01 64.98  主要系本期处置投资项目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465,549.29   48,950,615.12 -37,485,065.83 -76.58  

主要系上年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较大以及上年收合同补偿款所

致 

利润总额 -3,270,996.90 -128,762,818.73 125,491,821.83 不适用  

（b）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2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同意公司通过国有产权公

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研究重大资产出售

方案，待确定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外公告。 

（c）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54 亿元人民币，未达到 2012年初制定的 60亿元目标，主要原因

为 2012 年度公司出口业务和进口业务销售收入有较大幅度下降。出口方面，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钓鱼岛事件等因素影响，欧洲及日本市场的订单出现较大程度的下滑；进口方面，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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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一路下跌，严重影响了聚乙烯等化工产品、橡胶、原毛等公司主要进口商品的采购和销售，国内需

求不足以及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对进口业务开展造成了负面影响。2012 年初，公司提出大力发展国内

大宗业务的战略规划，并在煤炭、钢材、化工产品等国内大宗贸易拓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相对弥补了

进出口业务的规模减少。 

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进出口销售  2,408,463,522.67 2,313,832,562.50 3.93 -36.46 -37.49 增加 1.58个百分点 

国内销售  1,757,981,041.36 1,739,818,922.50 1.03 125.19 128.80 减少 1.56个百分点 

照明销售  121,785,770.86 109,100,790.26 10.42 -2.50 6.77 减少 7.78个百分点 

医药销售  110,231,564.76 83,706,487.23 24.06 17.63 22.95 减少 3.28个百分点 

会展服务  44,431,050.54 11,770,573.69 73.51 18.03 5.98 增加 3.01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纺织品及服

装  
1,980,140,396.21 1,916,457,704.08 3.22 -13.34 -11.39 减少 0.42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  543,786,665.04 523,386,045.22 3.75 54.27 137.15 减少 7.49个百分点 

化工原料  1,242,337,885.54 1,230,999,588.84 0.91 42.13 72.90 减少 0.06个百分点 

金属材料  267,896,407.83 269,910,554.68 -0.75 -312.82 -75.62 减少 0.64个百分点 

药品销售  110,231,564.76 83,706,487.23 24.06 14.99 22.95 减少 3.28个百分点 

展览服务  44,431,050.54 11,770,573.69 73.51 15.27 5.98 增加 3.01个百分点 

其他  254,068,980.27 221,998,382.44 12.62 -48.92 -38.57 增加 8.14个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欧盟 691,897,213.50 -44.53 

美加地区 904,992,280.96 -10.44 

日本 106,919,845.29 -36.14 

东盟 1,938,480.07 -93.93 

南亚 37,994,456.22 128.39 

澳新地区 42,354,440.16 -36.03 

香港 17,269,512.65 -43.81 

其他国家 170,001,844.26 -69.96 

国内 2,469,524,877.08 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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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492,808,412.18 16.62 763,672,044.14 24.79 -35.47 

预付款及存货等增加

占用及借款减少等综

合因素影响 

应收账款 269,287,930.59 9.08 400,056,834.17 12.99 -32.69 

本期向关联方出售应

收债权 1.34亿，使应

收账款大额减少 

预付款项 272,518,420.55 9.19 107,323,901.78 3.48 153.92 

本年开展大宗业务致

使预付款增加，以及进

口业务预付款增加所

致 

存货 351,180,248.82 11.84 177,540,792.86 5.76 97.80 

本年开展大宗业务致

使大宗业务存货增加，

以及进口业务存货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0,985,525.35 2.73 57,643,902.88 1.87 40.49 
主要系本期新增短期

结构性存款产品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01,164,870.17 13.53 443,969,440.31 14.41 -9.64 

主要系本期终止嘉华

东湖丽岛项目以及转

让持有其他股权所致 

在建工程 549,799.41 0.02 37,482,436.16 1.22 -98.53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瑞

尔医药在建工程完工

转固定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955,914,425.88 32.23 903,847,873.90 29.34 5.76 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430,875,447.58 14.53 244,304,956.00 7.93 76.37 
本期票据结算增加所

致 

预收款项 154,319,242.07 5.20 108,452,810.62 3.52 42.29 
主要系本年开展大宗

业务增加预收款所致 

应交税费 2,833,273.70 0.10 11,264,105.05 0.37 -74.85 
主要系应缴增值税及

个人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351,752,460.79 11.86 619,822,164.84 20.12 -43.25 

主要系母公司豁免1亿

债务以及支付其他往

来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7,333,818.22 0.92 9,356,372.39 0.30 192.14 
计提利息费用以及银

团费用所致 

长期借款 0 0 225,000,000.00 7.30 -100.00 

到期还款以及转入一

年内到期流动负债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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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226,982,008.43 7.65 113,925,864.61 3.70 99.24 
主要系母公司豁免1亿

元债务所致 

 

4、核心竞争力分析 

（1）专业优势： 

出口业务方面，公司拥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出口业务员队伍，熟悉贸易规则，精通商品属性，具有

开阔的视野、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丰富的经验。公司业务遍及美加、欧盟、日本、澳新、东南亚等各主要

贸易地区，商品种类涵盖纺织面料、服装、针织品、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等各类产品。公司与国内外客

户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在业界享有较高知名度。进口业务方面， 公司进口商品种类包括羊毛、化

工原料、天胶、设备、鱼粉等。根据海关统计，2012年公司进口羊毛 4963 吨，位居全国原毛进口前 12

位。公司进口业务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丰富的经验，熟悉羊毛行业、棉花行业以及化纤行业等的

上下游企业，积极开展自营、合作和代理各种方式进口业务。 

（2）资金优势： 

公司开展多重形式的融资，以较为低廉的融资成本获得大量资金支持业务发展。公司在 2012年新

拓展了大宗业务，涉足钢材、煤炭等商品。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下，大宗业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良好回

报。 

 

5、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投资额 100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100 

上年同期投资额 0 

投资额增减变动幅度（%） 不适用 

被投资单位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占被投资公司权益的比例 备注 

南京琅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管理等 100%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暂未经营 

香港新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工业制成品及

原料贸易 
100% 

注册资本 10万港元，实收资本为 0，

已设立完成，暂未经营 

（2）证券投资情况 

序

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价值 

（元）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元） 

1 股票 600887 伊利股份 1,263,072.00 96,000 2,110,080.00 76.48 148,800.00 

2 股票 600481 双良节能 1,412,676.46 82,680 573,799.20 20.80 -36,3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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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票 601700 风范股份 70,000.00 2,000 30,380.00 1.10 -1,140.00 

4 股票 300168 万达信息 14,000.00 1,000 15,300.00 0.55 3,100.00 

5 股票 600165 天瑞仪器 32,500.00 1,040 12,324.00 0.45 -4,340.00 

6 股票 002539 新都化工 16,940.00 1,000 9,190.00 0.33 -1,310.00 

7 股票 002540 亚太科技 20,000.00 650 8,040.50 0.29 -968.50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5,671.14 

合计 2,829,188.46 / 2,759,113.70 100 102,091.16 

（3）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601328 
交 通

银行 
503,280.60 微小 2,137,044.00 43,260.00 198,996.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法人配股 

600682 
南 京

新百 
298,000.00 微小 1,219,500.00 15,000.00 171,0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股改解除限

售流通股 

600377 
宁 沪

高速 
243,092.08 微小 677,300.00 46,800.00 -62,4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股改解除限

售流通股 

合计 1,044,372.68 / 4,033,844.00 105,060.00 307,596.00 / / 

（4）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a）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b）委托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6）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a）主要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的经营业绩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持股比例 

南京瑞尔医药

有限公司 

药品生产

销售 
药品生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4,000.00 12,744.32 6,433.73 748.39 95% 

南京南泰显示

有限公司 商贸投资 

电子显示器、机电产品、交通信

息显示控制系统的开发、生产、

销售及商务、投资等 

5,200.00 7,559.81 4,924.22 857.65 100% 

南京高新经纬

电气有限公司 
制造业 

电子产品、机电产品、服装、建

材、办公设备生产、销售 
4,800.00 20,480.80 2,955.76 -628.21 99.69% 

南京南泰国际 展览服务 举办各类商品等展览、展示；举 50,708.38 69,718.46 63,834.05 42.44 100%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                                               600250 

 10 

展览中心有限

公司 

办各类会议；为招商提供场所和

配套服务；室内外装饰；设计制

作报刊等 

朗诗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30,128.00 1,327,962.39 160,131.13 42,895.30 20.91% 

江阴南泰家纺

用品有限公司 
生产贸易 

生产服装、家用纺织品，销售自

产产品 
860.00 35,370.62 23,527.88 2,824.57 23.26% 

（b）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持股比例 

南京瑞尔医药有限公司 11,023.16 808.96 748.39 95% 

南京南泰显示有限公司 9,381.09 953.63 857.65 100% 

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 12,387.38 -735.44 -628.21 99.69% 

南京建纺实业有限公司 1,041.33 -3,695.29 -3,703.72 40% 

南京海陌贸易有限公司 53.49 -209.17 -248.45 100% 

滨海南泰羊毛工业有限公司 0.00 -51.23 -350.73 100% 

奥德索（南京）制衣有限公司 34.36 -200.78 -196.58 94.16%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5,845.68 57,342.92 42,895.30 20.91% 

江阴南泰家纺用品有限公司 70,025.12 5,115.63 2,824.57 23.26% 

（c）业绩波动达 30%以上且对公司合并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2012 年度净利润 2011 年度净利润 业绩波动原因 

南京瑞尔医药有限公司 748.39 1,180.11 
2011 年度获得南京海鲸药业有限公司 80%

股权处置收益，报告期无此收益 

南京南泰显示有限公司 857.65 -1,512.82 
报告期获得江苏美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裕成贸易有限公司股权处置收益 

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 -628.21 -283.66 
报告期最大客户订单降价 20%，导致产品毛

利大幅下降 

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42.44 -653.19 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 

南京建纺实业有限公司 -3,703.72 -763.48 
报告期存在处置设备、存货导致折价损失，

以及员工安置费 

滨海南泰羊毛工业有限公司 -350.73 -107.81 
报告期处置厂区资产，回购价低于工程造

价 

江阴南泰家纺用品有限公司 2,824.57 5,033.49 
报告期最大客户减少采购量并降低采购

价，导致利润下降 

（7）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投资总额超过公司上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 10%的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外贸行业： 

为促进经济复苏，国际主要经济体采用的经济刺激政策将可能使世界经济增速停止下滑，国内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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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效果也将逐步释放，2013 年将迎来相对宽松的外贸环境。 从国际看，随着各

国宏观政策力度加大，欧债危机略有缓和，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趋于稳定，市场信心和发展预期有所提振，

但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削弱经济增长潜力，刺激经济政策措施

的副作用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难较多，加上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加剧，世界经济低增长、高风

险态势不会明显改观。受欧债危机的拖累，欧盟市场前景不甚乐观。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市场需求稳定

增长。美国财政悬崖问题的解决使美国暂时避免了经济衰退，有利于中美双边贸易的顺利发展。 

从国内看，随着一系列扩内需、稳外需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到位并发挥成效，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党的十八大将进一步激发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有利于继续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今后 5年，国

内将进口 10 万亿美元商品。不过，国内经济企稳的基础还不稳固，国内需求增长受到一些体制机制因

素的制约，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较为突出，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面临较多困难。 

（2）会展行业： 

公司拟通过处置南泰国展，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从而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力，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相一致。 

（3）医药行业： 

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大提升了国人的保健需求和医药需求。公司所拥有的医药企业架构完

整，拥有 GMP 证书和 GSP证书，自身素质较高，参股联营企业的合作方技术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但医药企业在产品研发上投入不足，需尽快确定战略发展方向，通过多种方式加大研发投入实现跨越式

发展。 

（4）房产行业： 

国五条的出台极大打击房地产行业。但是公司参股的地产企业具有绿色、节能、环保的特色，仍将

在专业化和细分的房地产市场上获得长足的发展。 

2、公司发展战略 

2013年，公司将转入“稳步发展、转型发展”阶段，公司将积极探索公司可持续发展新道路，打造

新的利润增长点；将通过进一步调整优化组织结构，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加快 ERP系统和内控体系建设，

大力弘扬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等手段，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盈

利能力，为股东提供最大价值回报。 

3、经营计划 

公司制定了“稳定出口、扩大进口、开拓大宗业务”的主营业务发展战略，将依托现有资源，深度

挖潜整合，力求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朝着专业、高效的内、外贸运营商和服务商的方向发展。在保

持出口业务稳中有升的前提下，努力扩大进口规模与效益，拓展国内大宗贸易规模。2013年预计实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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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收入 48亿元。 

4、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所需的资本金需求 

2013年度公司资金需求主要为维持日常经营、支持主营发展、满足战略投资的要求。公司资金将严

格按照《南纺股份流动资金管理办法》和《南纺股份子公司借款管理办法》使用。 

公司资金的主要来源为自有资金、银行借款和控股股东借款。自有资金为公司主营业务销售收入；公司

与各大银行保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2013 年 3月顺利组建新一期银团项目，银团授信合同期限为 3年，

综合授信额度约为 22 亿元人民币；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商旅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南泰集团

为公司提供了近 3亿元借款；上述举措保证了公司的日常经营资金需要，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资金环境。2013年预计公司资金需求不超过 30亿元人民币。 

5、可能面对的风险 

（1）宏观经济风险： 

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原材料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都会影响公司出口业

务的发展，公司将通过积极开拓市场，优化产品结构，提升自主设计能力来克服需求放缓和原材料上涨

的不利因素，同时通过开展远期结售汇等银行业务和扩大进口、增强进出口联动的方式应对人民币升值。 

（2）业务风险： 

受国内外经济影响，出口业务盈利空间持续被压缩。公司将通过积极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来增加盈利空间，通过拓展进口和大宗业务抓住市场机会，增加内贸规模。 

（3）管理风险： 

2013年是公司变中求生、变中求胜的一年。整合公司资源，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内部管理是公司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公司将通过加强内控规范建设，推进 ERP信息建设提升公司的管理能力，有

效控制风险，实现业务审定、核准、预警、风险处理的全过程管制。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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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详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备字[2013]第

23-00003号《前期差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 

董事会就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有利于更加公允、客观的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董事会同意该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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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就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没

有损害公司和公众股东利益，同意该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 

（二）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的变化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名称 期末净资产（万元） 本期净利润（万元） 

南京美泰服装有限公司 2,607.75 - 

南京琅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64 -0.36 

香港新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名称 损益确认方法 

南京南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处置价款与投资成本的差确认为投资收益 

盱眙县南泰服装有限公司 清算 

南京利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处置价款与投资成本的差确认为投资收益 

镇江南泰对外经贸有限公司 处置价款与投资成本的差确认为投资收益 

上海霖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清算 

 

 

董事长：夏淑萍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