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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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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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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纺股份 60025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金源 赵玲 

电话 025-83331634 025-83331603 

传真 025-83331639 025-83331639 

电子信箱 zjy@nantex.com.cn zl@nant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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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2,017,842,397.45 2,766,898,240.07 -27.07 2,966,032,09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8,714,504.80 395,623,398.06 -4.27 293,237,002.57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2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090,617.89 -74,615,254.97 不适用  -203,572,582.90 

营业收入 2,791,661,618.56 5,165,541,177.34 -45.96 4,453,605,01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13,014.82 118,675,799.32 -86.59 17,501,58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78,116.88 -109,639,839.71 不适用  -91,140,58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3 33.66 减少29.53个百分点 7.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46 -86.59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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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6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10,6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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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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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9 4,892,330 0 无 0 

胡志剑 境内自然人 1.53 3,958,849 0 无 0 

黄素英 境内自然人 0.99 2,5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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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凤秋 境内自然人 0.72 1,853,200 0 无 0 

潘春燕 境内自然人 0.67 1,745,978 0 无 0 

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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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 1,6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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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无优先股事项。 

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因非交易过户，股东总数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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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4 年，世界经济风险突出，外部需求存在大量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国内经

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中国出口竞争加剧。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公司

新任董事长带领经营团队积极调整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风

险控制，降低财务费用，优化资产结构，做好公司各项运营管理工作，一年来公司运行平稳。在

稳定主营业务的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寻求转型发展之路。 

主营业务方面，公司以“严控风险，稳定主营业务”为发展战略，继续建立健全以预算管理

为基础、风险管理为核心的主营业务管理体系，根据各类业务特点和业务流程，设置业务风险监

测点，建立风险识别、风险管控、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通过实施主营业务事前预算审批、

事中监督执行、事后决算反馈的全程管理，提高主营业务精细化管理水平。在大宗商品市场持续

低迷、国际原油价格暴跌等价格风险、履约风险陡增的背景下，公司及时调整主营业务结构，推

进客户、渠道与信息等公司业务链资源整合，逐步淘汰低质量及高风险业务，在积极推动主营业

务综合改革的同时，组织专项工作小组进行梳理分析并切实通过诉讼等一系列方式减少公司损失。

报告期内，受经营策略的调整以及行业环境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相应缩减，实现进出口贸

易人民币 18.07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8.14%，实现国内贸易人民币 7.91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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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管理方面，一方面，结合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立足公司外贸主业以及行业发展趋势，

对现行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梳理优化，并通过积极推进 ERP优化、OA 协同办公建设、内控体系完善

等措施，将风险管控和规范运作落到实处，持续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经营管理效能水平，建立公

司治理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公司从优化资产结构角度，进一步加强子公司的管理，并积极推进

下属子公司和低效参股企业的股权转让和清算注销。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南京兰尚时装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百业光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奥德索（南京）制衣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美泰

服装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剑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股权以及公司子公司部分房产、土地使

用权的对外转让工作。2014 年度，联营公司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2.44 亿元，联营

公司江阴南泰家纺用品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3,134 万元，共为公司贡献投资收益 4,802 万元。 

2014 年 12 月 3 日起，公司正式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股票连续停牌中。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为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权，并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

投资者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25%。公司将积极做好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通过资产重组优化公司资产质量，提高公司资

产的盈利能力，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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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1,661,618.56 5,165,541,177.34 -45.96 

营业成本 2,674,041,686.69 4,987,955,832.34 -46.39 

销售费用 39,887,199.42 53,405,592.99 -25.31 

管理费用 78,997,439.77 135,596,990.89 -41.74 

财务费用 81,177,494.44 96,953,980.94 -1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090,617.89 -74,615,254.9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724,740.46 483,657,802.21 -69.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388,222.38 -190,494,652.79 不适用 

研发支出 3,361,725.80 2,074,936.30 62.02 

 

2 收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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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657,683.66 占营业收入比重（%） 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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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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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757,210.61 65.70 2,854,372,031.42 57.23 -38.45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国内销

售 
采购成本 765,588,586.18 28.63 1,935,905,054.66 38.81 -60.45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照明销

售 

材料、人工

及制造费用 
72,080,594.40 2.70 91,493,247.33 1.83 -21.22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医药销

售 

材料、人工

及制造费用 
75,550,712.74 2.83 95,330,461.16 1.91 -20.75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会展服

务 
人工及杂费 0 0 9,848,399.87 0.20 -100 

主要系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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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197,279.88 51.47 2,244,562,529.36 45.00 -38.69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机电产

品 
采购成本等 84,474,292.88 3.16 107,311,034.10 2.15 -21.28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化工原

料 
采购成本 618,215,685.67 23.12 1,195,855,918.40 23.97 -48.30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金属材

料 
采购成本 324,890,389.48 12.15 980,488,568.72 19.66 -66.86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药品销

售 

材料、人工

及制造费用 
76,685,145.22 2.87 96,561,642.28 1.94 -20.58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展览服

务 
人工及杂费 0 0 9,817,014.27 0.20 -100.00 

主要系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其他 采购成本等 189,514,310.80 7.09 352,352,487.31 7.06 -46.21 
主要系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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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415,125.40 占营业成本比重（%） 34.42 

 

4 费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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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39,887,199.42 53,405,592.99 -25.31  

管理费用 78,997,439.77 135,596,990.89 -41.74 
主要系公司规模下降，人员减少以及合并

范围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81,177,494.44 96,953,980.94 -16.27  

所得税费用 2,974,906.48 1,757,641.84 69.26 子公司盈利水平上升，所得税费用增加 

 

5 研发支出 

(1)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3,361,725.80 

本期资本化研发支出 0 

研发支出合计 3,361,725.80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0.98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0.12 

 

6 现金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090,617.89 -74,615,254.9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回业务占

款及处置存货回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724,740.46 483,657,802.21 -69.87 
主要系上期股权转让收

回现金大幅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388,222.38 -190,494,652.7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降低银行融

资规模 

 

7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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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791,661,618.56 5,165,541,177.34 -45.96 
主要系国内外贸易业务经营环境波动及公

司为控制重大业务风险收缩业务规模所致 

营业成本 2,674,041,686.69 4,987,955,832.34 -46.39 主要系销售规模下降，成本相应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6,593,170.21 128,305,609.31 -105.14 主要系上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所致 

投资收益 84,822,233.47 327,749,824.59 -74.12 
主要系上年确认股权转让收益 2.09 亿元，

以及联营企业本年利润有所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018,497.18 52,411,561.36 -61.81 主要系上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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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4 年 12 月 3 日起，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股票连续停牌中。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为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控股股权，并向不超

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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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的交易总金额的 25%。2015 年 2 月 17 日，公司与包含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内

的南京证券的五名股东（合计持有南京证券 43.38%股权）先行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

议》。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对象及资产范围较广、程序较为复杂，上述工作仍在进行中。截

至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重组方案、交易对方尚在论证、沟通中。 

 

(3)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4 年度，公司以“严控风险，稳定主营业务”为发展战略，逐步淘汰低质量及高风险业务，

提升业务质量。受经营策略的调整以及行业环境的影响，公司业务规模相应缩减，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27.92 亿元，约实现 2014 年初经营计划的 9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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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7,379,758.81 1,756,757,210.61 2.80 -38.14 -38.45 增加 0.49个百分点 

国内销售 791,113,409.69 765,588,586.18 3.23 -59.61 -60.45 增加 2.06个百分点 

照明销售 81,633,772.16 72,080,594.40 11.70 -19.68 -21.22 增加 1.72个百分点 

医药销售 100,285,404.63 75,550,712.74 24.66 -21.17 -20.75 减少 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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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433,403.09 1,376,197,279.88 2.36 -38.79 -38.69 减少 0.16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 94,978,875.56 84,474,292.88 11.06 -20.17 -21.28 增加 1.25个百分点 

化工原料 624,741,151.97 618,215,685.67 1.04 -48.26 -48.30 增加 0.08个百分点 

金属材料 339,879,740.47 324,890,389.48 4.41 -65.56 -66.86 增加 3.75个百分点 

药品销售 101,683,639.96 76,685,145.22 24.58 -19.63 -20.58 增加 0.90个百分点 

其他 209,695,534.24 189,514,310.80 9.62 -43.74 -46.21 增加 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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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048,217.03 -48.35 

美加地区 481,783,693.48 -30.62 

日本 24,458,525.02 -59.16 

东盟 23,199,602.96 -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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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 22,351,980.00 -40.14 

澳新地区 15,607,269.59 -10.95 

香港 195,687,283.71 -34.97 

其他国家 56,385,090.43 -52.02 

国内 1,342,890,683.07 -50.15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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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6,882,602.80 0.34 30,643,016.69 1.11 -77.54 
主要系业务结算收取的银

票减少 

应收账款 106,368,276.63 5.27 306,524,989.00 11.08 -65.30 

主要系本年公司业务规模

收缩，相应应收账款对比

下降 

预付款项 142,855,570.45 7.08 307,673,475.18 11.12 -53.57 

主要系本年公司业务规模

收缩，相应预付款项有所

减少 

存货 67,131,068.46 3.33 203,322,670.17 7.35 -66.98 

主要系业务规模收缩致采

购减少及加大库存销售力

度 

在建工程 63,250.00 0 1,288,787.90 0.05 -95.09 
主要系本期工程完工，结

转至固定资产 

短期借款 655,893,128.45 32.50 1,029,482,538.39 37.21 -36.29 
主要系公司偿还部分短期

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191,376,264.60 9.48 357,423,702.62 12.92 -46.46 

主要系本年公司业务规模

收缩，相应的采购减少，

导致应付款下降 

预收款项 114,787,729.31 5.69 311,024,762.40 11.24 -63.09 
主要系业务规模收缩，收

取的保证金减少 

长期借款 0 0 72,500,000.00 2.62 -100.00 本年偿还到期的长期借款 

 

2 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主要资产计量属性变化相关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持有的股票，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69,784.00 元，影响当期损益

5,182,145.31 元。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专业优势 

公司主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大宗产品贸易。公司出口产品包括纺织服装、机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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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化工等，进口产品包括羊毛、棉花、塑料、橡胶和化工原料等，大宗贸易产品包括金银制品

和船舶等。公司的产品制造、分销和贸易服务通达欧盟、美加、日本和东南亚等近百个国家、地

区及国内市场。通过长期积累, 公司已经培育并具备稳定的客户资源、通畅的营销网络和稳定的

贸易关系。 

2、品牌优势 

公司成立三十多年来，一直深耕贸易业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声

誉。2001 年上市以来，公司积极推动贸易业务与实体经营相结合，并依托国资背景，不断整合各

类资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创立了“landsea”、“朗诗”等具有一定知名度、美誉度的品牌。 

3、资金优势 

公司银行融资渠道畅通，多年来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公司综合

授信银团运行顺畅，为公司提供了较为充足的银行授信额度，融资成本相对较为低廉。稳定的银

行融资渠道与低廉的融资成本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 

4、管理优势 

近年来，公司以“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为目标，风险管理为导向，流程梳理为基础，财务内

部控制为切入点，控制关键活动为重点”的管理思路，将企业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有效结

合，进一步健全了企业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体系、内外部审计监督机制以及信息化管理系统，有

效促进了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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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1,980 

上年同期投资额 0 

投资额增减变动幅度（%） 不适用 

 

被投资单位名称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占被投资公司权益的比例 

南京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进出口贸易 1,980 万元 100% 

 

(1)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份名称 
期初股份数

量（股） 

报告期买

入股份数

量（股） 

使用的资

金数量

（元） 

报告期卖出

股份数量

（股） 

期末股份

数量（股） 

产生的投资收

益（元） 

南京新百 150,000.00 0 0 150,000.00 0 2,195,663.75 

交通银行 432,600.00 0 0 432,600.00 0 2,304,141.99 

宁沪高速 130,000.00 0 0 130,000.00 0 682,3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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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卖出申购取得的新股产生的投资收益总额 0 元。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 主要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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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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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4,000.00 11,900.50 7,529.30 5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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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5,200.00 6,278.14 5,010.14 2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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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9% 4,800.00 13,226.69 -2,074.21 -572.90 

南京南纺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贸易 进出口贸易 100% 1,980.00 5,218.07 2,093.44 1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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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50,708.38 70,802.93 63,205.97 -280.41 

朗诗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23.20% 27,150.08 2,743,208.26 147,864.03 24,4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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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 860.00 46,923.62  26,849.30 3,134.47 

 

（2） 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控参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南京瑞尔医药有限公司 95% 10,360.86 150.40 518.44 

南京南泰显示有限公司 100% 267.71 264.82 268.89 

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 99.69% 8,403.31 -712.44 -572.90 

南京建纺实业有限公司 40% 0 -278.27 -281.26 

南京海陌贸易有限公司 100% 0 -563.99 -539.77 

南京朗诗织造有限公司 100% 0 -240.87 7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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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49% 4,878.01 -380.51 -280.41 

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20% 840,202.91 49,738.77 24,418.27 

江阴南泰家纺用品有限公司 23.26% 122,432.38 4,443.22 3,134.4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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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2014 年度

净利润 

2013 年度

净利润 

变动比例

（%） 
业绩波动原因 

南京南泰显示有限公司 100% 268.89 -182.97 不适用 本年度有大额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 

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 99.69% -572.90 -4457.07 不适用 上年度有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南京建纺实业有限公司 40% -281.26 2349.67 -111.97 上年度有大额营业外收入（拆迁） 

南京海陌贸易有限公司 100% -539.77 -339.36 不适用 本年度因账龄原因增加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南京朗诗织造有限公司 100% 763.96 -57.59 不适用 本年度有大额营业外收入（土地收储） 

江阴南泰家纺用品有限公司 23.26% 3,134.47 4,722.21 -33.62 市场原因 

 

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进出口行业 

2015 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略有改善，但回升幅度有限，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较为突出；国内环境总体稳定，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态势基本确立，经济增速缓慢回升。美国劳动力市场、金融市

场持续向好，经济进入稳步增长轨道。欧元区经济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下降，随着货币政策

宽松力度加大，经济将实现低速增长。日本消费税率上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结构改革效果不容

乐观，经济将实现微弱增长。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仍快于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有

所增强。但金融危机后续影响依然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发达国家宏观政策分化，贸易

保护主义势头上升，热点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将成为经济波动的重大风险来源。从国内看，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改革红利”逐步释放，将激发广

大经济主体的创新动力和经济发展活力。国务院出台的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加强进口等政策措施

深入落实，有利于保持外贸持续稳定增长。但中国工业产能过剩、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劳动力成

本快速上涨等矛盾交织，短期内难以化解，将对经济特别是投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面对外贸发展的复杂形势，在市场倒逼作用下，在国家一系列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引导、

支持下，进出口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积极优化商品结构、市场结构，探索新型贸易方式，开

展对外投资拓展国际营销网络，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 2015 年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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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态势。 

2、国内大宗贸易行业 

2015 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偏弱，新兴经济体对于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消耗下降，国际

市场需求减少，在供给水平趋稳的情况下，全球需求减少将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未来大

宗商品交易市场的行业风险依旧存在，且在目前经济下行风险不断加大，但其发展势头依然会十

分迅猛，市场整合也将会加速，大宗商品的电子交易将成为今后交易的主流。 

3、照明行业 

照明行业根据市场需求逐渐调整产品结构，并且在政府适当的引导下保持了较高的国际竞争

力。目前我国整个照明行业正处于一个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大型照明企业都普遍提高了 LED 照

明产品在整个销售中的份额。随着节能环保以及理性消费等概念逐渐深入更多的消费者心目当中，

中国照明行业会逐渐进入一个平稳转型的阶段。公司控股的照明企业将在维持原有传统光源市场

地位的同时，逐步加大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并努力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可持续发展。 

4、房产行业 

2014 年宏观经济形势对房地产行业冲击较大，销量和净利润有所回落，在目前经济下行风险

不断加大的环境下，2015 年的房地产市场或进入一个低增速、低利润的“新常态”。未来中国房

地产行业的发展将以增速放缓，利润趋平，市场集中度、专业化水平和市场细分程度进一步提高

为主要特点。公司参股的地产企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已逐步建立起独有的组织能力、产品特色和

品牌优势，在未来的经营中，将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增强差异化特色，持续创造股东价值。 

5、会展行业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会展业已发展成为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型产业，成为衡量

一个城市国际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经过上一世纪最后十几年和本世纪十多年

的发展，中国会展行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向，中国会展产业的总体规模、增长

方式、区位格局、业态内容、产业链体系、市场化进程、发展条件和竞争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需要转变思想理念，打破思维定式，创新发展模式，谋求新的飞跃。2015 年，公司参股的会展企

业受国内经济下滑及行内竞争影响，会展总体规模呈现缩水势头，但已通过市场化运作完成转型

战略合作伙伴公开征选，将进一步通过优化和完善转型方案为未来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二) 公司发展战略 

1、控制风险，加强公司经营管理能力 

2015 年，公司将继续结合 OA 协同办公、ERP 业务系统、内部控制体系管理架构三个方面进行

深化应用，进一步完善约束监督机制，实现业务的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汇一体化，全面提

升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构建科学、高效的公司管理体系，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改革创新，推进股权多元化进程 

http://www.chinairn.com/report/20140311/133553686.html
http://www.chinairn.com/scfx/gjsc.html
http://www.chinairn.com/scfx/gjsc.html
http://www.chinairn.com/scfx/gjsc.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72.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8f72f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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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公司将结合主营业务情况和行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公司原有客户、渠道和产品链

等各方面优势和资源，以全资子公司南京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平台，全力推进综合业务改革，

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公司将继续梳理投资项目，通过推进下属子公司和低效参股企业

的混合所有制改造、退出、清算注销及双集中管理等新形式，推进子公司股权多元化进程，为公

司回笼资金，实现投资回报。 

3、推进重组，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及盈利水平 

2015 年是南纺股份重组转型之年，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发展空间有限，近年来盈利能力下滑明

显，上市公司亟需转型，寻求新的经营业务及利润增长点。公司将配合董事会重大战略决策，积

极推进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工作，从而提升公司资产质量、盈利水平，实现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最大化。 

4、团结协作，加强人才队伍和企业文化建设 

2015 年，公司将继续围绕精细化管理、综合改革及战略重组工作展开“企业领导班子、企业

党组织、企业职工队伍建设、企业党风廉政、学习型企业的建设、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六大建

设工作，明确企业定位前景方向，稳定企业及职工队伍，传导正能量，强化公司人才队伍和企业

文化建设。  

 

(三) 经营计划 

2015 年，为全面实施“资产重组、综合改革、稳定发展”的战略方针，公司将进一步做好主

营业务风险控制，提高主营业务利润率，在逐步减少低利润商品贸易、提高主营业务质量的同时，

积极做好主营业务综合改革工作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工作。 

 

(四)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现阶段，公司资金需求主要来自于维持日常经营周转、促进业务持续增长及推动公司转型发

展。公司已于 2013 年 3 月成功组建三年期银团，取得不超过 2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能较大程

度上满足公司目前各项发展的资金需求。 

 

(五) 可能面对的风险 

1、宏观经济风险 

2015 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关键一年，由旧的经济发展状态向新常态过渡不可能一帆风

顺，面临着三大风险、六大挑战。最需要避免的就是青黄不接的三大风险：第一，增长速度换挡

可能出现的熄火风险。第二，发展动力置换出现的新旧动力接续不上的风险。第三，发展体制转

轨中出现的政府执行的风险。 2015 年，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国际宏观经济上的美

联储加息、美元汇率波动、地区冲突等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确定性和风险，对公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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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形成挑战。 

2、政策风险 

2015 年，政府仍倡导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改革步伐有所加快，但国内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关

键时期，稳增长、调结构是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主题，经济增长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

矛盾等问题，各类改革政策与措施存在冲突和执行难度。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之下，不排除

国内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的阶段性调整，由此也将给企业经

营管理造成较大政策风险，给外贸企业经营管理和风险防范造成明显冲击。 

3、经营风险 

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公司业务经营的难度与压力日趋加大，面临着巨大的经

营风险。主要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外部需求难有明显回升。第二，中国外贸竞争优势“青

黄不接”。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快速上涨期，出口订单和产能快速向周边国家转移，市场份额面临

被蚕食的危险。此外，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发展面临诸多障碍贸易便利化程度还需进一

步提高。上述因素对公司业务风险控制、盈利能力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将进一步结合综合

业务改革，健全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的业务管理体系，严密防范经营风险。 

 

3.3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七号——关于年报工作中与现

金分红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利

润分配政策的条款进行了修订。 

报告期内，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定 201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二) 报告期内盈利且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但未提出现金红利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详细披露

原因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适用 √不适用  

 

(三) 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 

年度 

每 10 股送

红股数

（股） 

每 10 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 10 股转

增数（股） 

现金分红

的数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2014 年  0 0  0 0 15,913,014.82 0 

http://www.chinairn.com/data/moref25ff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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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0 0 0 0 118,675,799.32 0 

2012 年 0 0 0 0 17,501,585.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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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第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和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等八项企业会计准

则，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从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实施外，其他准则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实施。公司根据准则规定重新厘定了相关会计政策，并

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4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进行重述。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公司将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且没有公开活跃市场报价的权益投资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采用成本法计量；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公司将资本公积中以后可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调出至其他综合收益单独列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比较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如下表： 

类别 
2013 年 12月 31 日 2013 年 1月 1 日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69,784.00 6,285,263.51 4,033,844.00 12,077,073.83 

长期股权投资 849,175,694.10 846,960,214.59 401,164,870.17 393,121,640.34 

资本公积 210,692,604.60 208,423,546.11 226,982,008.43 224,739,904.94 

其他综合收益  2,269,058.49  2,242,103.49 

 

（二） 主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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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出售子公司股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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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

置比例

（%）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

制权时

点的确

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

投资对应的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享

有该子公司净资

产份额的差额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照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

剩余股权产

生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公允价值

的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股

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投资损益

的金额 

奥德索(南京)制衣有限公司 5,458,800.00 100 协议转让 2014-12-31   6,882,717.78             

南京百业光电有限公司 10,313,300.00 100 协议转让 2014-12-31   13,824,649.31             

南京兰尚时装有限公司 7,052,013.19 100 挂牌转让 2014-12-22   12,700,906.06             

南京美泰服装有限公司 35,204,000.00 100 协议转让 2014-12-31   3,030,191.54             

注：期初公司持奥德索(南京)制衣有限公司 94.28%股权，本年公司收购其少数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

司将持有的 100%股权全部处置。 

南京百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系南京百业光电有限公司子公司，本次处置南京百业光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百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一并丧失控制权。 

 

（二）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其他原因 

本期公司新设投资成立南京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1,980 万元。 

 

董事长：   徐德健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