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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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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南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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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益兵 赵  玲 

电话 025-83331634 025-83331603 

传真 025-83331639 025-83331639 

电子信箱 dy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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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018,087,483.17 2,966,032,092.49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2,874,612.27 293,237,002.57 -24.00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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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88,224.61 -145,450,969.9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613,464,002.67 2,204,172,493.91 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46,043.80 -50,047,675.2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2,925,304.25 -71,344,258.2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18 -24.59 减少 2.5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12 -0.193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12 -0.1935 不适用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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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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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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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未知 2.07 5,3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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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庆生 境内自然人 1.37 3,556,000 0 无 0 
 

杨宝林 境内自然人 0.83 2,137,179 0 无 0 
 

中国外运江苏公司 国有法人 0.80 2,067,134 0 无 0 
 

贵州汇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未知 0.75 1,94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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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所处的行业面临外部市场需求低迷、出口成本上升、贸易环境恶劣等多重不利因素。 

面对形势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上下坚定信念，团结一心，克服各项困

难：一、报告期内，公司顺利披露 2012 年年度报告，完成“扭亏为盈、摘星脱帽”的艰巨历史任务，

为公司走出困境、实现良性循环树立信心；二、公司顺利组建新一轮三年期银团项目，综合授信额度为

22 亿元，保证了公司正常运营资金，为公司未来三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三、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

管理，编制全年预算管理方案，积极提升员工综合素质，继续推进 ERP、内部控制及 ISO 审核工作，不

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梳理优化内部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稳定出口、扩大进口、开拓大宗业务”为发展战略，对三大主营业务板块

实施预算管理，动态跟踪主营业务数据，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强化控制经营风险力度，主营业务发展态

势良好。2013 年 1至 6月，公司实现进出口贸易 13.89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24.57%；国内贸易 10.82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20.89%。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降本增效，三项费用进一步降低，但仍面临超过 5000 万元的财务费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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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联营公司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期亏损 2.63 亿元，较去年同期亏损扩大 200%以上。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9471.0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014.60 万元。 

 

3.1  主营业务分析 

3.1.1  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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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613,464,002.67  2,204,172,493.91  18.57   

营业成本 2,522,657,479.55  2,105,890,030.29  19.79   

销售费用 24,282,318.63  30,133,509.71  -19.42   

管理费用 57,293,455.73  59,667,571.49  -3.98   

财务费用 50,717,972.19  66,461,098.35  -23.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588,224.61  -145,450,969.93  不适用  
主要系销售规模增加，收

到的销售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79,872.87  10,643,416.77 512.40 
主要系投资项目分红及

处置固定资产收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666,314.81  -192,663,336.73 不适用 本期借款规模增加 

 

3.1.2  其它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为-7014.6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5,004.77万元，变动幅度超过 30%，主要

原因为公司联营公司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期亏损大幅加大，影响公司投资收益-5,504.88万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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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

式转让所持南泰国展 100%股权。由于两次挂牌均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2013 年 8 月 9 日，公司第七届

十四次董事会调整重大资产出售方案，同意将所持南泰国展 51%股权协议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商旅集团，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335亿元。 

 

3.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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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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9,727,475.69 1,349,374,510.91 2.90 20.64 21.80 减少 0.92个百分点 

国内销售  1,089,601,606.63 1,076,296,293.50 1.22 18.94 19.49 减少 0.45个百分点 

医药销售  57,102,952.19 43,572,293.40 23.70 4.76 5.11 减少 0.25个百分点 

会展服务  18,556,138.84 5,842,516.46 68.51 -21.85 -0.61 减少 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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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645,242.23 1,041,612,279.31 2.62 28.15 29.63 减少 1.11个百分点 

化工原料 469,258,074.22 464,389,817.63 1.04 -39.35 -39.21 减少 0.23个百分点 

金属材料 719,602,790.53 718,120,921.34 0.21 3,826.34 3,909.09 减少 2.06个百分点 

药品销售 57,102,952.19 43,572,293.40 23.70 4.76 5.11 减少 0.25个百分点 

展览服务 18,556,138.84 5,842,516.46 68.51 -21.85 -0.61 减少 6.73个百分点 

其他 216,751,568.89 197,610,600.78 8.83 64.37 62.40 增加 1.10个百分点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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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673,612.16 54.39 

美加地区 262,851,436.81 -0.36 

日本 18,862,552.52 -57.51 

东盟 22,669,739.24 174.36 

南亚 9,513,568.37 121.17 

澳新地区 9,453,620.19 -47.76 

香港 159,608,690.94 1,908.46 

其他国家 58,885,816.95 -61.32 

国内 1,495,385,885.84 12.16 

 

3.3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前期相比未发生重要变化。 

 

3.4  投资状况分析 

3.4.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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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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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

28 

交通

银行 
503,280.60 微小 微小 1,760,682.00 103,824.00 -282,271.5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法人配

股 

6006

82 

南京

新百 
298,000.00 微小 微小 1,284,000.00 15,000.00 48,375.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股改解

除限售

流通股 

6003

77 

宁沪

高速 
243,092.08 微小 微小 700,700.00 46,800.00 17,55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股改解

除限售

流通股 

合计 1,044,372.68 / / 3,745,382.00 165,624.00 -216,346.50 / / 

 

3.4.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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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主要控参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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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2.17 6,289.42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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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6.72 4,807.73 46.6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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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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6.37 7,041.77 -14.66 99.69% 

南京南泰国际

展览中心有限

公司 

展览服

务 

举办各类商品等展览、展

示；举办各类会议；为招商

提供场所和配套服务；室内

外装饰；设计制作报刊等 

50,708.38 68,986.93 63,234.75 -599.30  100% 

朗诗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30,128.00  1,788,241.47 126,961.03 -26,3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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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62.09 21,711.98 1,356.49 23.26% 

 

（2）单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净利润 
参股公司贡献的投

资收益 

占上市公司净利润

的比重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26,326.55 -5,504.88 78.48% 

 

3.4.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4.3  本期清算注销而减少子公司 

子公司 清算日 损益确认方法 
南京琅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3-5-30 清算 

 

 

 

董事长：夏淑萍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