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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发行人保证本招股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政府及国家证券管理部门对
本次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的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
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此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风险提示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 ８０％左右将用于工业生产投资，投资项目涉及纺织、化工、
电子等三个不同领域，而发行人以往的经营纪录和经验主要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缺乏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国内市场开拓经验，此外，部分项目所采用技术较新，技术
及工艺的成熟性有待产业化生产的检验，因此发行人项目投资存在一定的经营管理风
险、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请投资者对发行人的上述风险予以特别关注，并仔细阅读
本招股说明书中“风险因素及对策”等有关章节。
单位：人民币元
━━━━━━━━━━━━━━━━━━━━━━━━━━━━━━━━━━━━━
面值
发行价格
预计发行费用
预计募集资金
─────────────────────────────────────
每股
１．００
８．１２
０．２８
７．８４
─────────────────────────────────────
合计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６，６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２０，０００
４３１，２００，０００
─────────────────────────────────────
发 行 方 式： 上网定价
发 行 日 期：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５ 日
拟 上 市 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 承 销 商 ：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推荐人：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期：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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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资料

以下资料节录自本招股说明书。欲购买本次发行股票的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
前，应该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全文。
１、发行人简介
⑴设立情况
发行人名称：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ＮＡＮＪＩＮＧ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ＩＭＰ＆ＥＸＰ ＣＯＲＰ．，ＬＴＤ．
法定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７７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单晓钟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
委员会宁体改字（１９９４）２７７号文批准，由原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进行整体改制，
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３０日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依法登记注册（注册号：１３４９６７４２－８），设立时总股本为２５３８万股。经过１９９７年４月
和１９９８年４月分别按１０：８和１０：７的比例用任意盈余公积金转赠股本，截止本次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为７７６６．２８万股。
⑵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经营纺织、针织、服装、丝绸、机电设备、轻工产品等进出口业务。
⑶资产规模
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拥有总资产６１，９９１．０４万元，净资产２０，２８３．５８万元。
⑷经营业绩
单位：千元
２０００年１月－９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７年

１，７８５，６２３．８２

１，８２９，２７８．５３

１，５０９，２０８．９８

１，３４８，９３４．４３

利润总额

４８，２０５．０４

４４，３７３．０６

２８，５６０．０８

２９，２２５．２７

税后利润

３１，７３９．０４

３０，３４１．８４

１８，９００．６１

１９，３３２．９０

⑸职工人数
目前公司共有职工２５８人，其中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３５人，初级职称人员５２
人；具有硕士学历人员２人，本科学历人员１３０人，大专学历人员７９人，大专及大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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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历人员占公司职工总数的８２％，中专学历人员２４人，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２３人，占
公司职工总数的１８％。职工平均年龄３４岁，其中３０岁以下１１０人，占职工总数的４３％。
公司离退休人员２２人。
２、本次发行
⑴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股票种类：记名式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每股面值：１．００元
每股发行价：８．１２元
发行数量：５，５００万股
募集资金：４４，６６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实际募集资金４３，１２０万元
２００１年预计盈利预测：４７３８．３８万元（按实际所得税税率３３％计算）
２００１年预计每股盈利：０．３７元（加权平均法，假设发行时间为２００１年１月）
０．３５７元（全面摊薄法）
发行市盈率：２１．９５倍（加权计算）
２２．７５倍（全面摊薄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２．６１元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约：４．７８元（已扣除预计发行费用）
⑵本次发行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发行前
股份类别

发行后

股 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 数

（万股）

（％）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国 家 股

６２３６．２８

８０．３

６２３６．２８

４７．００

法 人 股

１３３５．８４

１７．２

１３３５．８４

１０．０７

内部职工股

１９４．１６

２．５

１９４．１６

１．４７

社会公众股

——

——

５５００

４１．４６

总 股 本

７７６６．２８

１００

１３２６６．２８

１００

尚未流通股：

可流通股份：

⑶募股资金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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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募集资金４３，１２０万元（已扣发行费用），主要用于以下项
目：
（1）投资 3,000 万元组建苏州宁绸有限公司，实现生物功能性整理丝绸产品国家
重点工业实验项目的产业化
（2）投资 12,000 万元组建南京南泰印染有限公司，建立高档装饰面料和服装面
料染整加工基地，包括：
① 引进印花设备技改项目；
② 开发高档装饰面料及高密特种整理面料技改项目；
③ 引进关键染整设备开发超仿真面料技术改造项目
（3）对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增资 5,850 万元，建设高档织物生产基地，包括：
① 开发高档仿生态织物技改项目；
② 开发生产高档服装装饰织物技改项目
（4）投资 5,000 万元组建南京南泰经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现组像管与大屏幕
显示系统产业化，包括：
① 开发生产组像管技术改造项目；
② 开发生产组像管大屏幕显示系统技改项目
（5）出资 12,040 万元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股权并对其增资，建立天
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生产基地，包括：
① 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② 对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建立天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
目
（6）投资 2,378 万元创建科技信息中心与产品设计开发中心项目
（7）补充公司外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8,000 万元
⑷股利分配政策
本公司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向
股东派发股利；股利分配将本着同股同利的原则，按股东持有股份比例进行。本公司
股利每年派付一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预计首次股利分配的日期在２００１年６月底以
前；公司以前年度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及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以后产生的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
享有。
⑸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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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和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今后面临的主要风险有：经
营风险、行业风险、市场风险、政策性风险、股市风险和项目投资风险等。
⑹发行方式：上网定价。
⑺发行地区：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联网地区的证券交易网点。
⑻发行对象：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帐户卡的自然人、法人、基金等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合法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⑼拟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⑽承销期：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８日起，至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８日止。
３、主要会计数据
⑴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年份

单位：千元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７年

９月３０日

１２月３１日

１２月３１日

１２月３１日

营运资金

１７３，８３８．９５

１５４，５５７．１６

１１６，４６６．６８

－２８，９３４．５２

资产总额

６１９，９１０．４０

５７９，８０３．０７

７９９，１９５．０９

７５７，０７８．２１

－９，５１２．０６

１７０，５５４．９２

４１，６７７．４０

１７８，７８５．６５

１４８，４４３．８０

１２９，５４３．２０

项目

长期负债

－

股东权益

２０２，８３５．８４

⑵利润表主要数据
年份
项目

２０００年１－９月

销售收入 １，７８５，６２３．８２

单位：千元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７年

１，８２９，２７８．５３

１，５０９，２０８．９８

１，３４８，９３４．４３

营业利润

４１，４０３．３８

３５，８７０．４４

２７，３８６．２４

３１，３１８．９１

利润总额

４８，２０５．０４

４４，３７３．０６

２８，５６０．０８

２９，２２５．２７

税后利润

３１，７３９．０４

３０，３４１．８４

１８，９００．６１

１９，３３２．９０

４、预计时间表
⑴上网定价发行日：２００１年 ２月 ５ 日
⑵预计挂牌交易日期：本次股票发行后将申请尽快在上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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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释义

在本招股说明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 指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原公司：

指公司之前身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国资公司：

指公司之控股股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
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承销商：

指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承销团 ：

指本次发行中以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承销
商组成的承销团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会公众股：

指本次发行的５，５００万股记名式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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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绪言

本招股说明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
及国家制定的有关股票发行的有关规定而编写的，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公司各方面的基
本资料。
本招股说明书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重大遗
漏或者误导，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和连带责任。
承销团全体成员已对本招股说明书的内容进行认真查核，保证经查核的文件内容
没有虚假和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的股票是根据本招股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发行的，除本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招股说明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招股说明书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投资者如对本招股说明书有疑问，可咨询本公司或
主承销商。
本招股说明书提醒投资者自行负担买卖公司股票所应支付的税款及相关费用，发
行人、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对此不承担责任。
本次发行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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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号文核准。

四、 新股发售的有关当事人

１、发

行

地

人：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７７号

法定代表人：单晓钟
电

话：（０２５）３３０６７８９

传

真：（０２５）３３００５１８

联

系

人：丁

杰

２、主 承 销 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世宏
电

话：（０２１）６８４０３７００

传

真：（０２１）６８４０３６９０

联

系

人： 李俊旭

范志明

徐

菲

联系人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３７０号宝钢大厦６层
３、副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路６号京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电

话：（０７５５）２２０８２７２

传

真：（０７５５）２２８４１４９

联

系

人：罗文锋

４、分

销

商：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０２５号

法定代表人：朱福涛
电

话：（０２１）６２５６８８００

传

真：（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３３１

联

系

人：费华武

分

销

商：国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薛

苑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３４号华强佳和大厦东座８－１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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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施永庆
电

话：（０７５５）３７９６３００转

传

真：（０７５５）３７９６４８９

联

系

人：楚

曲

５、上市推荐人：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发行人律师事务所：江苏同仁律师事务所（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２６号４－５楼

电

话：（０２５）３３０２６３８

传

真：（０２５）３３２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许成宝

６６３１３３６

朱增进

７、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通商律师事务所
地

址：北京朝外大街１９号华普国际大厦７１４号

电

话：（０１０）６５９９２２５５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９９２６７８

经办律师：邸晓峰

韩小京

姚

军

８、会计师事务所：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
地

址：南京市中山北路２６号新晨国际大厦８楼

电

话：（０２５）３３１７８８

传

真：（０２５）３３０９８１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邹宏伟

诸旭敏

９、股票登记机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７２７号

电

话：（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

真：（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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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风险因素与对策

投资者在评价本发行人此次发售的股票时，除本招股说明书提供的其它资料外，
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１、经营风险
⑴汇率风险
本公司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 业务往来主要以美元、日元为报价和结算货币。
我国自１９９４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尽管目前人民币
汇率较为稳定，但汇率的变化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较大，具有不确定
性，从而会给公司的经营及收益带来风险。
⑵电子商务发展风险
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特别是Ｂ２Ｂ电子商务的发展，使企业了解国际
市场的供求信息变得容易，外贸企业原来所具有的客户资源的优势有淡化的趋势，这样，
一方面使传统的外贸经营方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通过电子商务直接进行进出口贸易变得十分方便和经济，这将不利于专业外贸公司的
业务拓展，进而影响公司的发展。
⑶财务风险
公司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的资产流动性比率分别为０．９５、１．２４和１．３８，速动
比率分别为０．７７、１．０６和１．２３。虽然公司资产流动性状况近年来有明显改善，但流动
比率仍偏低。同时，公司流动负债额大，短期内到期债务较多，如公司主营业务经营
受到影响，将可能存在一定的资产流动性风险。
２、市场风险
⑴市场需求变化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纺织品（含服装）的出口，纺织品出口收入约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的７０％。国际纺织品市场因流行款式、色彩等经常变化，导致市场需求变化较快。公司
必须对市场的需求变化有准确的预见，才能在贸易活动中把握先机。因此，如果公司
对纺织品流行趋势的判断出现失误，将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⑵经济周期变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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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以进出口业务及代理进出口贸易为主的专业外贸公司，随着我国外贸体制
改革的深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临近，公司在增加许多贸易机会的同时，也
面临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风险。国内市场的商业周期以及国家为稳定经济而出台
的各项限制性或保护性政策，将给公司进出口业务带来影响，而主要贸易伙伴所在国
家或地区的政治变化或经济周期性的变化，将同样给公司的国际贸易带来影响。
３、行业风险
外贸行业过去一直是垄断行业，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加入
ＷＴＯ进程的加快，本公司作为专业外贸公司，将会面临来自三方面的竞争：一是外贸进
出口经营权逐步放开，最终实现由审批制向登记制的过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生
产企业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直接向国际市场销售或采购，从而减少专业外贸公司的业
务来源；二是“三资”企业利用其自身优势，成为对外贸易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是
如果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公司在贸易领域面临着与外国企业更加激烈的竞争，未
来日益激烈的同行业竞争将给本公司带来行业风险。
４、政策风险
⑴配额风险
公司现有部分商品的出口需要取得配额指标，该类商品的出口额约占公司出口总
额的５０％。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从１９９９年下半年以来， 配额分配已由原来
的计划分配改为公开招标，这使得出口企业的配额费用增加较大，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对公司而言，配额费用的增加直接缩小了出口业务的获利空间。因此，如国家配额管
理或分配方式发生变化，或某一重要市场分配给中国的配额大幅减少，都将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公司的出口创汇和经济效益。
⑵退税风险
近年来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
办法鼓励出口，其中，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已提高到目前的１７％。随着我国出口形势的
好转或中国加入ＷＴＯ，如果政府降低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或取消其他支持出口的政策，
或退税资金不能及时到位，都将会对公司的效益产生影响。
⑶我国加入ＷＴＯ的风险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并且这一目标有望于近期实现。
一旦我国加入ＷＴＯ，在贸易机会扩大的同时，国内生产企业直接进行产品的国际销售或
采购也将增多，专业外贸公司的优势地位将难以维持。再加上为配合“入世”，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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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经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将加快，并逐步向国际外经贸公司开放进出口业务，公司
外贸经营的竞争环境和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对公司经营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
５、投资项目的风险
⑴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８０％左右将用于工业生产投资，其中大部分以股权投资的方
式进行，以实现“贸工科一体化”发展。而公司以往的经营纪录和经验主要在进出口
贸易方面，缺乏对工业企业进行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经验，也难以在短期内派出大量
的高级企业管理人才对投资项目进行直接管理。在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上，将主要依
靠合作方原有人员，项目合作方的经营管理水平及经营理念的差异等，都可能影响项
目能否达到预期结果。因此公司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⑵技术风险
虽然公司本次募股资金投入的项目都经过严格的论证，在技术上均具有良好的理
论可行性，但所投资项目都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其中生物功能性整理丝绸产品国家
重点工业实验项目、组像管与大屏幕显示系统产业化项目、天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
品生产项目等都尚未进行产业化生产，其技术及生产工艺的成熟性有待检验，存在一
定的技术风险。另外，由于投资项目主要利用合作方拥有的技术，公司自身缺乏足够
的技术骨干人才，如合作方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将可能影响项目的技术保障及创新开
发。
⑶市场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产品种类较多，其中丝绸、纺织品、服装等产品主要由
公司进行出口或替代进口，公司十分熟悉市场情况。而组像管与大屏幕显示系统、天
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等将部分内销。由于公司长期以来主要以国际市场为主，对
于国内市场的开拓缺乏经验，也缺乏国内市场的营销人才；另一方面，无磷洗涤产品
将直接面对国外品牌的强大竞争，因此，公司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６、股市风险
我国的证券市场尚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股票的市场价格既取决于本
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取决于影响股市变化的各种因素，诸如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税
率、利率、汇率的变化，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以及资本市场供求状况等都会使公司股
票价格出现波动。因此，投资者投资公司股票应正确面对股市风险。

- 13 -

针对上述风险，本公司拟采取以下对策：
１、经营风险之对策：
⑴汇率风险之对策：
汇率风险是从事进出口贸易企业都面临的普遍性风险，针对本公司业务活动中可
能出现的汇率风险，公司的对策是：
ａ、对于本公司的各项进出口业务，业务前期就综合考虑可能产生的汇率风险，
并且加强在业务执行过程中的动态监控，及时调整相应的时间差；
ｂ、在今后的经营中，尽量避免采用远期付款方式；
ｃ、注重对外汇市场的研究，尽可能及时、全面、准确地把握汇率变动的趋势，
合理选择结算货币，在有关专业银行的指导下进行外币结算业务，力争把公司该方面
的运营风险降到最低。
⑵电子商务发展风险的对策：
电子商务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商业方式，其核心在于商
务，而非电子。从事国际贸易，最重要的是商业信誉和客户网络，而目前从事电子商
务的企业大多缺乏外贸经验。因此作为有着几十年国际贸易经验的企业，面对电子商
务的发展，公司一方面将发挥信誉好、客户网络广的优势，继续扩大进出口业务；另
一方面，公司将充分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国际贸易方式的影响，努力将先进的网络技
术与自身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广泛的客户网络结合起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增强竞争力。
⑶财务风险之对策
近年来，公司负债率逐步降低，资产流动性状况明显改善，这是公司以提高效益
为中心，加强风险管理的结果。针对财务风险，公司今后将继续从以下方面改善财务
状况，完善防范体系：
ａ、优化业务流程，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ｂ、调整对货源生产企业的资金垫付政策，缩短资金占用时间，减少资金占用；
ｃ、结合公司“贸工科”一体化发展战略，降低负债比例，调整负债结构，控制
短期负债总额，适当增加长期负债，以降低债务风险；
ｄ、保持适度的货币资金，以增强公司应对突发性风险的能力；
ｅ、加强财务管理，进一步完善风险控制体系，设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２、市场风险之对策
- 14 -

⑴市场需求变化风险之对策：
针对买方市场的特点，一方面，公司将设立情报中心和新产品研究开发中心，充
分利用已有销售网络，加强对市场反馈信息的整理和研究，根据市场变化趋势，及时
调整出口商品品种、结构；另一方面，公司将加强与生产企业和专业科研机构的合作，
共同开发国际市场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的出口。
⑵经济周期变化风险的对策：
经济周期变化风险是企业面临的系统风险。首先，公司将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及
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深入研究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经济周期变化的规律，并根据经济周
期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时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加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将经济
周期变化风险降至最低；其次，公司将实施“贸工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
国内市场，走外贸与实业、国际与国内并举之路，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另外，公司将
积极全方位拓展新的出口市场，分散个别出口国家和地区经济周期变化的风险。
３、行业风险之对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都会面临同行业竞争。本公司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已经
建立起一个稳定、强大的客户网络，并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面对日趋激烈
的同业竞争，本公司将采取以下对策：
⑴继续坚持以纺织品和服装为主的出口策略。长期以来，公司主要从事纺织品的
进出口业务，在全国众多的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中，１９９９年公司纺织品、服装出口
额列第１７位。因此，与其他专业外贸企业相比，公司在纺织品贸易方面有着明显的优
势。我国即将加入ＷＴＯ，据预测，加入ＷＴＯ后，我国受惠最大的将是纺织品的出口，公
司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利用长期从事纺织品外贸业务积累的商业信誉、客户网
络和经验，以及现有的人才和信息优势，继续走专业化经营道路，扩大纺织品出口业
务，实行规模经济效益；
⑵实施“贸工科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降低出口商品成本，
增强竞争力，并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分散主营业务风险；
⑶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加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避免
低层次或低附加值出口商品的竞争。在继续扩大服装、纺织品出口的同时，积极实施
出口商品多元化战略，开拓新的出口品种，以期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⑷以上市为契机，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优化公司的
资本结构，从而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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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政策风险之对策
⑴针对配额风险的对策
目前，配额出口额约占公司出口总额的５０％。针对配额风险，一方面，公司将充
分做好竞标准备，保证出口配额的获得；另一方面，公司将积极开拓非配额商品的出
口，降低配额商品出口额在公司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而减少配额政策的变化对公司
经营的不利影响。如果中国加入ＷＴＯ，美国和欧盟对从我国进口商品的配额控制将放宽，
直至取消，此时，配额风险将不再存在。
⑵针对退税风险的对策
公司将以效益为中心，尽可能避免亏损贸易的出现。同时，公司将采取措施，努
力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将退税风险自我消化，弥补可能由于出口退税税率变化及国
家出口支持政策变化而造成的对公司效益的影响。
⑶针对加入ＷＴＯ风险的对策：
加入ＷＴＯ对我国不同的行业存在不同的影响，对经营不同商品的外贸企业的影响
也不相同。公司主要进行纺织品（含服装）的进出口，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
国，纺织品出口深受西方国家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一般认为，加入ＷＴＯ，纺
织品贸易自由化将使我国纺织品出口大幅上升。公司将充分发挥在纺织品贸易方面渠
道广、客户多的优势，以中国加入ＷＴＯ，纺织品出口市场环境改善为契机，加大纺织品
出口的力度。同时，建立纺织品出口生产基地，形成纺织品贸工科一体化经营体系。
５、投资项目风险之对策：
⑴针对经营管理风险的对策
ａ、协调好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消除可能影响企业管理的
外部因素，搭建一个团结协作、富有能力的经营班子。公司所选择的合作伙伴（如深
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大多与公司有着较长期的合作关系，在长期的商业交往中，互
相有着较深的了解，这为合作项目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基础。今后，公司将坚持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协调好与各合作方的关系，确保双
方共同的利益，减少经营过程中的矛盾和摩擦；
ｂ、公司本次发行所投资项目大多为技改项目，且都是与具有管理经验的合作方
共同投资，在经营管理方面，将充分利用合作方原有优秀管理人才，利用公司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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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组织、质量控制、企业管理人才，并引进富有管理经验的工业企业生产管理、销
售管理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有能力、积极进取的管理人员队伍；
ｃ、加强生产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管理制度的建设，建立权
责明确、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加强产品成本控制和销售力度，形成良好的、积极向
上的企业文化氛围。
⑵针对技术风险的对策
作为外贸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产品，公司充分认识到技术力量的建立十分重要，根
据 “贸工科”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公司拟利用２－３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一支与出口商
品结构相适应的力量雄厚的技术开发队伍，以新产品开发扩大出口。在投资项目上，
公司将从以下方面控制技术风险：
ａ、严格规范项目论证工作，增加实验次数，扩大实验规模，对新技术、新工艺
进行优化、完善，确保工业化生产的成功。项目建设过程中，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制
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和应变对策，加强工程建设管理，按计划进行施工，确保工程建设
质量；
ｂ、公司将充分利用合作方原有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核心的技术开发人员，要
通过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
ｃ、在公司内部设立技术顾问委员会，聘请行业知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对新技
术、新工艺的建设、调试进行把关，并指导公司进行技术升级及产品创新开发，为公
司技术发展方向提供咨询意见。
⑶针对市场风险的对策
公司投资项目的大部分产品将主要销往国际市场，因此，在市场销售方面，将以
国际市场为主，协同开发国内市场，实现内外并举。市场开发的具体策略包括：
ａ、充分发挥公司熟悉国际市场的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在稳定国际市
场销售的同时逐步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
ｂ、充分利用合作方在国内市场的品牌知名度、销售渠道和销售力量，以较低的
成本、最快的速度实现市场渗透，节约销售网络的建设时间和成本；
ｃ、对产品细分市场和产品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公司将投产产品的特色，
以符合市场需求、具有鲜明特色的产品切入市场，利用原有销售渠道以较快的速度占
领市场，避免与强大竞争对手在相同产品上的直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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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股市风险之对策：
由于股票市场价格波动难以避免，本公司敬请投资者正视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同时，公司将采取积极而稳健的经营方针，妥善使用募集资金，以良好业绩回报股东，
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及时公告公司的重大经营活动，使投资者
及时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尽量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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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募集资金的运用

１、募集资金的运用项目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可募集资金 43,120 万元（已扣除发行费用），根据公
司发展需要，募集资金计划按先后顺序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1）投资 3,000 万元组建苏州宁绸有限公司，实现生物功能性整理丝绸产品国家
重点工业实验项目的产业化
（2）投资 12,000 万元组建南京南泰印染有限公司，建立高档装饰面料和服装面
料染整加工基地，包括：
① 引进印花设备技改项目；
② 开发高档装饰面料及高密特种整理面料技改项目；
③ 引进关键染整设备开发超仿真面料技术改造项目
（3）对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增资 5,850 万元，建设高档织物生产基地，包括：
① 开发高档仿生态织物技改项目；
② 开发生产高档服装装饰织物技改项目
（4）投资 5,000 万元组建南京南泰经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现组像管与大屏幕
显示系统产业化，包括：
① 开发生产组像管技术改造项目；
② 开发生产组像管大屏幕显示系统技改项目
（5）出资 12,040 万元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股权并对其增资，建立天
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生产基地，包括：
① 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② 对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建立天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
目
（6）投资 2,378 万元创建科技信息中心与产品设计开发中心项目
（7）补充公司外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8,000 万元

2、投资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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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 3,000 万元组建苏州宁绸有限公司，实现生物功能性整理丝绸产品国家
重点工业实验项目的产业化
A、项目背景
蚕丝纤维具有纤度细、手感柔软、光泽柔和、吸湿透气性好等优点，用蚕丝织成
的真丝绸具有飘逸柔软、高贵华丽、色彩鲜艳的特点，是高档服装的首选面料。但近
年来，由于我国丝绸染整水平落后，缺乏新工艺、新技术、新助剂，丝绸行业陷入了
困境。在此背景下，苏州绸缎炼染一厂、苏州大学丝绸学院等单位合作完成了“真丝
绸防缩抗皱整理加工技术及产品研究”项目，自行开发了对人体和环境无毒无害的生
物整理剂。生物功能性整理便是指在丝绸后整理时，运用新型生物整理制剂，对丝绸
产品进行整理，使其产品具有防皱抗缩高弹性的特性，而从根本上改善丝绸产品的服
用功能。与目前市场同类产品相比，苏州绸缎炼染一厂用生物功能性整理方法研制的
防缩抗皱真丝绸产品的干湿弹性显著提高，具有较好的免烫性能，整理的织物尺寸稳
定性好，缩水率低，绸面平整、光洁，织物透气性、色泽、手感基本保持真丝绸原有
风格，改变了我国目前丝绸品质低、功能性差的状况，具有很好的工业性生产试验价
值。因此，被国家计委列为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
B、合作方情况
苏州绸缎炼染一厂是一家有 60 多年历史、以真丝绸炼、染、印、整为主要业务
的大型国有二级企业，注册资本 6361 万元。企业拥有从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
瑞士等国家引进德先进印染设备 120 台套，国内配套设备 200 多台套，产品以外销及
间接外销为主，拥有自营出口权。该厂有比较先进、稳定的生产工艺，技术力量雄厚，
有工程技术人员 66 人，其中中高级职称人员 11 人，大部分人员都参与过国家计委攻
关项目，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新品开发水平，有大批经验丰富的科技人员及操作工
人。有 70 多项新产品获得纺织部、中国丝绸总公司、省、市等大奖，产品质量稳定。
C、项目内容
公司拟与苏州绸缎炼染一厂共同出资 4,000 万元建立苏州宁绸有限公司（暂名），
实现“新一代的非醛类整理的防缩抗皱真丝产品”的产业化，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3,000
万元，占 75%比例，苏州绸缎炼染一厂以其专有技术和生产设备出资 1000 万元，占
25%比例。
D、经济评价
该项目总投资 4,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860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 1,1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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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形成年产防缩抗皱真丝绸 800 万米、生物功能整理剂及非醛类
整理剂 80 吨的能力，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24,720 万元，新增利润 1,299 万元，投资利
润率 32.48 %，投资回收期 4.28 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计高技[1998]1988 号文批准。

（2）投资 12,000 万元组建南京南泰印染有限公司，建立高档装饰面料和服装面
料染整加工基地
A、项目背景
本项目属于《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项目》中高档织物印染
和高技术后整理加工类项目。
我国是面料生产大国，但由于我国染整加工水平的制约，高档装饰面料和高档服
装所用面料长期以来依赖国外进口，自给率只有 40%左右。近年来，公司每年进口或
代理进口面料也达 2000 多万美元。国家纺织总局已把面料作为发展我国纺织工业的突
破口，并把提高我国印染后整理水平和产品开发设计水平，调整产品结构，实现面料
替代进口，作为纺织业的近期发展目标。
B、合作方情况
南京丝绸印染厂为江苏省定点印染企业，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厂，多年来一
直进行丝绸印染面料的生产，产品质量优良，曾大量出口日本作为和服面料，技术水
平一流，技术力量较强，具有丰富的生产印染产品的经验。企业目前主要产品为：真
丝交织绸、人丝交织绸、合纤绸，主要为外贸出口企业提供面料加工。
C、项目内容
公司拟与南京丝绸印染厂合作，共同出资 14,000 万元建立南京南泰印染有限公司
（暂名），共同开发生产市场畅销的高档服用面料和装饰面料，产品主要用于替代进口
和出口。其中，公司拟以现金出资 12,000 万元，占 85.7％的权益，南京丝绸印染厂以
现有的厂房、设备等实物作价出资 2,000 万元，占 14.3％的权益。
南泰印染有限公司成立后，将对原南京丝绸印染厂投入的生产设备进行大规模的
技术改造，包括：
①

引进印花设备技改项目

小批量、多品种是当今纺织品市场需求的特点，面料生产厂都在提高产品档次，
增加花色品种方面下功夫，因此，对于面料生产企业来说，如何提高印染技术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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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印花织物是集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特殊产品，在某些情况下，印花织物的商品价
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花型设计及印制效果，新颖别致的花型设计可以赋予织物以生命
力，同一种面料，印上不同的花型，即体现出不同的穿着效果。而印染技术是我国面
料生产落后的核心技术。
本项目拟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平网印花机、圆网印花机 21 台，新增配套蒸
化机、水洗机、拉幅机等国内先进成熟的设备 4 台，形成一个印花加工基地，设计生
产新颖独特的阔幅家用纺织品、化纤仿真、棉织物印花产品，为化纤仿真产品和家用
纺织装饰用品提供印花加工，生产国际市场流行的高档印花产品。不仅可替代进口面
料，还可以面料直接出口创汇。
项目总投资 3,366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986 万元(含用汇 136 万美元)，配套
流动资金 380 万元。项目达产后，可形成年产阔幅装饰面料印花 280 万米，中幅面料
印花 520 万米的生产能力，预计可年增销售收入 3,480 万元，新增利润 696 万元，投
资利润率 20.68％，投资回收期 5.09 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南京市经济委员会宁经改字[1999]376 号文批准。
②

开发高档装饰面料及高密特种整理面料技改项目

随着人们生活素质和审美意识的提高，现代家庭装修和装饰已经从求新求奇发展
到追求舒适健康、展现个人风格。而纺织品以自己独特的风格，顺应了这一趋势，因
此，家用纺织装饰品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据国外资料报道，在美国、
西欧、日本等地，纺织装饰品纤维用量占纺织品纤维用量的 30%左右，在 90 年代后期，
这些国家纺织装饰品需求量年增长达到 7.5%。随着我国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家庭装
饰业正迅速发展，家用纺织品将与服装、产业用纺织品一起，成为我国纺织业的主要
品种。近年来，我国装饰面料需求量年增长达 30%左右。本项目拟通过技术改造，建
设高档装饰面料、休闲服装面料生产基地，以扩大出口、替代进口。
本项目拟引进阔幅大容量卷染机及中幅大容量卷染机、多功能轧光机 5 台，国内
配套阔幅烧毛机、前处理机、拉幅定型机等国内先进成熟的设备 14 台，形成一条以印
染加工高档装饰面料、休闲服用面料为主的生产线。
项目总投资 7,4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991 万元(含用汇 96 万美元)，配套
流动资金 4,409 万元。项目达产后可形成年产阔幅提花装饰织物 250 万米、床上用品类
织物 450 万米、氨纶弹力面料 300 万米、高密纯棉产品 600 万米的生产能力。预计年
增加销售收入 34,330 万元，新增利润 1,577 万元，投资利润率 21.31％，投资回收期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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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南京市经济委员会宁经改字[1999]385 号文批准。
③引进关键染整设备开发超仿真面料技术改造项目
国际市场超仿真产品的需求日趋增大，我国高档的化纤仿真产品大都是从国外进
口，国内缺口很大。其中 Tencel 面料是一种优质的服装面料，许多服装生产企业指明
要该面料。作为全球绿色纺织品的 Tencel 纤维，具有涤纶纤维的强度、晴纶纤维的吸
色性、真丝纤维的手感、纯棉纤维的的吸透气性，其物理性能首次接近或超过合成纤
维和天然纤维素纤维。Tencel 纤维生产工艺流程短，无污染，目前，只有美国和欧洲
在生产，日本也在引进生产 Tencel 纤维的技术。
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印染厂没有气流染色机等具国际水平的先进设备，对于利用和
控制 Tencel 纤维的原纤化不能掌握，所以目前国内无法生产 Tencel 纤维，或勉强生产
但产品手感板硬，布面效果不理想，档次低，达不到出口及替代进口面料的要求。因
此进口 Tencel 原材料，加工成面料后用于服装出口或面料出口，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拟引进碱减量机、起皱整理机、定型机、磨毛机、染色机，国内配套精练
机、松式烘干机及辅助设备，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形成一条全松式的化纤仿真生产
线，生产市场热销的仿麂皮、仿桃皮等超仿真产品，以及绿色纺织品 Tencel 面料。
项目总投资 6,122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989 万元(含用汇 289 万美元)，配套
流动资金 3,133 万元。项目达产后，可形成年产涤棉复合绒类产品、仿鹿皮绒类产品、
Tencel 面料及其它仿真产品 1100 万米的生产能力。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23,348 万元，
新增利润 1,353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22.10％，投资回收期 6.15 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南京市经济委员会宁经改字[1999]377 号文批准。

（3）对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增资 5,850 万元，建设高档织物生产基地
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6 月，注册资本 400 万元，是公司在收购
原南京金棠织布厂的破产资产的基础上，与宁波南泰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
其中，公司控股 90%。该公司主要生产纺织品、针织品，由于设备落后，产品难以满
足市场的需要。
经协议，双方股东拟按出资比例对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共同增资 6,500 万元，
其中公司拟以现金增资 5,850 万元，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形成先进的织造能力，与公司
以后先进的染整设备相配套，利用公司外销优势，生产适销产品。增资资金主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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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技术改造项目：
①、开发高档仿生态织物技改项目
90 年代中后期，日、德、韩等国相继开发出仿生态的麂皮绒、碧绒（又称摩丝
Moss），并进入了工业化生产阶段。仿麂皮绒具有较好的皮革手感，同时又具有麂皮的
细腻、湿糯，是高档的皮服装面料；碧绒的绒感滑糯，表面斑点流璃、素雅高贵，适
合做高档风衣、茄克、休闲服等。仿生态织物以其滑爽、悬垂、免烫、飘逸、色彩鲜
艳、品种更新快、价格适中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预计 10 年内高仿真面料销售额
将由 18 亿美元增到 228 亿美元。目前，高仿真面料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日、德、韩等少
数几个国家，其他国家大多处于起步阶段。据服装界预计，今后我国高档仿生态面料
的进口将有较大增加，市场前景广阔。
本项目拟引进剑杆织机、空气包覆机、整浆并设备、络筒机、倍捻机、分条整经
机等 87 台套，淘汰落后的有梭织机、验布机等 162 台套，形成年产仿生态织物仿麂皮
绒 118 万米/年和 218 万米/年生产能力。
本项目总投资为 3,836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987 万元(含用汇 267 万美元)，
配套流动资金 848 万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5,619 万元，年新增利润
823 万元，投资利润率 21.45%，投资回收期 5.66 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南京市经济委员会宁经改字（1999）375 号文批准。
②、开发生产高档服装、装饰织物技改项目。
本项目属于《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项目》中轻纺类项目。
我国作为纺织服装生产出口大国，高档服装面料严重依赖进口，1997 年我国面料
进口额高达 70 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内国有纺织企业销售收入的 1/3。公司每年进行
服装面料的进出口，其中进口面料主要是生产高档服装的高档面料。织造技术是面料
生产的关键技术之一，也是我国纺织工业明确提出的技术进步的重点之一。本项目旨
在通过织造技术的改造，生产高档服装、装饰织物，以增加公司面料出口，顶替进口
面料用于高档服装的生产及出口。
本项目拟引进喷气织机、大提花机、空压机、浆纱机、验布机等 79 台套，淘汰
落后的有梭织机、整经机、浆纱机等 66 台套，形成年产 Tencel 纱卡 240 万米、Tencel
提花织物 100 万米、缎纹大提花织物 25 万米等高档服装、装饰织物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总投资 3,876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995 万元(含用汇 277.3 万美元)，
配套流动资金 881 万元。项目正常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6,498 万元，新增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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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万元，投资利润率 21.13%，投资回收期 5.68 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南京市经济委员会宁经改字[1999]373 号文批准。

（4）投资 5,000 万元组建南京南泰经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现组像管与大屏幕
显示系统产业化
A、项目背景
本项目属于《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中新型电子元器
件和光电器件类投资项目。
组像管是一种在单枪单色显示管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后专门用于大屏幕显示的新
型彩色电真空光电器件。大屏幕显示是指屏幕尺寸在 1 平方米以上的显示。大屏幕显
示系统已成为公共场合显示的主要手段，是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之后的重要传
播媒体。目前，我国大屏幕显示系统所用光电器件以 LED 为主，无法实现全色显示。
彩色显像管大屏幕可实现全色显示，却无法消除网格，其发展受到制约。用组像管组
成的大屏幕显示系统具有色彩鲜艳、亮度高、分辨率高、无拼缝等特点，价格上较现
有其他大屏幕显示系统低 50%左右，并采用了数字线路与微机技术，可满足数字电视
（HDTV）的要求，随着微机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具有极强的竞争力。2000 年国际
市场大屏幕显示系统销售额约为 20 亿美元，国内市场销售额约为 20 亿元人民币。据
预计，价格的降低将使市场容量迅速扩大。公司拟借助已有的销售网络，将组像管大
屏幕显示系统打入国际市场，以迅速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
Ｂ、合作方情况
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６年，地处南京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截止１９９９年底，总资产２２００万元，其中固定资产１５００万元。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
司下设电光源厂和大屏幕制造部。电光源厂专业生产各类高强度气体放电灯及配套照
明设备，具有年产１５０万只高压钠灯电弧管及各种灯泡的生产能力，产销量位居同行业
第三；大屏幕制造部主要从事开发研制光电显示器件和大屏幕显示系统，该部在东南
大学专家教授的指导下，于１９９６年开发成功组像管技术并用组像管拼装成大屏幕显示
系统，于１９９６年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２０００年又获国家发明专利。大屏幕制造部建有
一条中试生产线，现有员工３８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１８人，教授及教授级高工３人，已
形成小批量生产能力，为规模化生产做好了人员、技术、工艺等准备。
C、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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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与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和江苏省国际招标公司共同出资 6,250 万元
设立南京南泰经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泰经纬公司”）。其中，公司以现
金出资 5,000 万元，占有南泰经纬公司 80％的权益，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以其
拥有的组像管大屏幕系统专利技术（专利号为 ZL：962322822）及设备出资 1,125 万元，
占南泰经纬公司 18%的权益，江苏省国际招标公司以现金和实物出资 125 万元，占南
泰经纬公司 2%的权益。增资后，将对原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投入的设备等配套
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包括：

①、开发生产组像管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2,54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1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41 万
元。项目达产后可形成年产 50 万只组像管的规模，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10,500 万元，
利润 912 万元，投资利润率 22.86%，投资回收期 4.59 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苏计经科发（1999）1535 号
文批准。
②、开发生产组像管大屏幕显示系统技改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3,853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99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863 万
元。项目达产后可年产组像管大屏幕 5000 平方米，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25,000 万元，
利润 1,368 万元，投资利润率 21.30%，投资回收期 4.71 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苏计经技发（1999）1517 号
文批准。

（5）出资 12,040 万元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股权并对其增资，建立天
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A、项目背景
100 多年来，人们所用的洗涤用品全部为化学合成物，含有磷、钠、硫等化学元
素，在化学原料合成洗涤用品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对人体有害、污染环境的物质。
使用后大量的废水排入江湖，会使水质“富营养”化，使水中微生物大量繁殖而消耗
水中的活性氧，恶化水质，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随着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环保
意识的日益增强，全球洗涤用品正朝环保型发展。西欧及美国早在 70 年代已开始限制
使用含磷洗涤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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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替代含磷洗涤用品的产品主要有两种：一是用新型洗涤助剂替代含磷洗涤
助剂；二是以醇系表面活性剂为主要成份的重垢洗涤剂。我国环保型洗涤剂仅在少数
外资企业有少量生产，国内大多数生产厂家和科研单位都在致力于新型洗涤助剂的开
发，效果不太理想。欧美国家主要采用表面活性剂，对防止水质“富营养”化有积极
作用，但其生产过程会造成环境污染。
作为含磷洗涤用品的替代品，由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联合日本、台湾的研究机
构开发的天然无磷环保系列洗涤产品是以环保概念进行开发生产的绿色产品，其主要
原料为海洋植物的提取物。该产品既可达到较好的洗涤效果，又不含对人体有害的化
学药品，对人体不产生任何副作用，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其生产和使用均无环境
污染，是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高科技产品。
B、项目市场前景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8 年我国使用洗涤用品 350 万吨（其中洗衣粉为 210 万
吨），其中进口产品占 8.2%，国产产品占 91.8%，每年按 4%—6%的速度增长。世界洗
涤剂市场为 5000 万吨。1999 年，我国洗涤用品市场销售额为 1720 亿元，其中无磷产
品仅占市场份额的 5%，即 86 亿元。按照国家化工部和环保总局的要求，2005 年全国
洗涤产品市场的无磷产品应达到 50%以上。近两年，我国已开始在部分地区如珠江流
域、太湖流域限制排放含磷废水，并关闭部分生产含磷洗涤产品的企业。市场上除无
磷洗衣粉外，其他洗涤类产品尚无大量无磷替代产品。本项目系列洗涤产品作为一种
绿色环保产品，其关键成份是从自然再生物质中提取，不仅对人体皮肤无任何刺激，
而且对皮肤还有软化作用，顺应了当前的国际、国内潮流，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且
价格比现在市场上的洗涤清洁用品低 30%，因此本产品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价格都具
有极强的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景也十分看好。
C、项目内容
①投资 2040 万元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罗兰公司）是 1994 年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注
册资本 3,800 万元，其中香港永银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85%的权益，深圳海飞实业有限
公司持有 15%的权益。截至 1999 年 7 月 31 日止，罗兰公司总资产 11,982 万元（未审
计帐面值），净资产 7,577.26 万元，1999 年实现销售收入为 19,426 万元，利润 2,337.1
万元。公司拟以 2,040 万元的价格受让香港永银国际有限公司所持罗兰公司 51%的权
益。
- 27 -

罗兰公司主要生产经营香料、香水、香皂、日化洗涤产品、精细化工产品等，产
品大部分外销。其主要产品“罗兰”牌香皂 1998 年度进入占全国市场份额最高的前 100
个品牌之列，并位于香皂类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三位。1999 年入选《中国名优产品》。
本公司是罗兰公司原材料进口及产品出口的主要代理商，长期以来双方有着紧密的合
作。
罗兰公司自 1993 年成立以来，依托自有研究开发力量完成了香精配制、水果植
物精华系列香皂、沐浴露、洗面奶等独具特色产品的开发工作，科研实力雄厚，在天
然洗涤用品开发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自 1997 年开始，罗兰公司已经组织专门的研
究开发队伍（专门负责该项目开发的科技人员达 12 名，其中高级工程师 4 名，工程师
6 名，助理工程师 2 名），与日本和台湾的化工品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天然无磷洗涤产
品的开发，现已成功掌握无磷洗涤产品的多元水解海洋生物 AHA 添加、BIO-HAT、
BIO-COLLAGEN 生化胶质提取等技术难度较大的攻关问题，为无磷产品的多元化作好
了技术准备。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宁外经企字（99）第 335
号文批准。
② 对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建立天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
目
控股罗兰公司后，公司拟与其他股东共同对罗兰公司增资 13,991.5 万元，其中公
司以现金增资 10,000 万元，香港永银国际有限公司增资 3,700 万元（446 万美元），深
圳海飞实业有限公司增资 291.5 万元。增资后，公司持有罗兰公司 67.1％的股权，香港
永银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28.06%的股权，深圳海飞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4.84%的股权。
增加投资的资金拟全部用于天然无磷环保系列洗涤产品的生产。主要产品包括：
香皂、食品洗涤剂、家庭用品洗涤剂、建筑材料清洁剂、汽车及电器清洁剂、玻璃清
洁剂、洗衣液、洗发液、洗面及护肤用品等。产品约 70%内销、30%由公司现有销售
渠道外销。
项目总投资 17,409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527 万元。项目达产后，将形成
年产 L2000 型洗涤用品 20000 吨的生产能力，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33,300 万元，年
利润 6,829.06 万元，投资利润率 39.23%，投资回收期 4.47 年（含项目建设期 1 年）
。
本项目属于《当前国家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目录）》轻纺类
第 135 项投资项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深圳市计划局深计产业[1999]556 号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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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6）投资 2,378 万元建立科技信息与产品设计开发中心
本项目拟利用公司的海外信息资源优势，与有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著名纺织
产品设计专家合作，创建科技信息与产品设计开发中心，包括建立国际贸易商务信息
网络、信息收集与研究中心、面料、服装研究中心和纺织产品的设计中心、面料试制
中心和打样中心等，开发自有服装和面料品牌，为公司的外贸经营及产业投资提供前
瞻性的信息服务和产品开发服务。
项目总投资为 2378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267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 111 万元。
项目投资建成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竞争力。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南京市计划委员会宁计投资字[1999]1026 号文批准。

（7）补充公司外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8,000 万元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额出现了较大增长，特别是自 1999 年下半
年以来，出口增长迅速，2000 年 1-9 月更是以 50%左右的增幅增长。中国即将加入
WTO，公司预计出口额将在近两年内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公司在机电产品的出口及
对外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流动资金
的潜在要求较大。而目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随着业务的进一步扩展，迫切需要
以本次募股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8,000 万元以支撑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
以上项目合计投资 64,821 万元，其中公司需投资 48,26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公司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 43,12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与公司计划投资额的差额部分
由公司自筹或向银行贷款解决。

3、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时间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名 称

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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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入

资总额

合计

2001 年

2002 年

投入

投入

(1)组建苏州宁绸有限公司，实现生物功能性
4,000

3,000

2,700

300

①引进印花设备技改项目

3,366

2,986

2,366

620

②开发高档装饰面料及高密特种整理面料

7,400

2,991

2,131

860

6,122

2,989

2,203

786

①开发高档仿生态织物技改

3,836

2,987

2,334

653

②开发生产高档服装装饰织物技改

3,876

2,995

2,345

650

①开发生产组像管技改项目

2,541

2,100

1,470

630

②生产组像管大屏幕显示系统技改

3,853

2,990

2,030

960

①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权益

2.,040

2,040

②增资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建立天然无

17,409

10,000

8,500

1,500

(6)创建科技信息与产品研究开发中心

2,378

2,378

1,902

476

(7)补充外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8,000

8,000

7,000

1,000

64,821

45,456

37,021

8,435

整理丝绸产品产业化项目
(2)组建南京南泰印染有限公司

技改项目
③引进关键染整设备开发超仿真面料技改
(3)增资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

(4)组建南京南泰经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收购并增资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2,040

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合

计

4、前次募集资金的运用
公司前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 500 万元，已用于补充外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该
部分资金的运用增强了本公司的货源组织能力，并扩大了公司的销售渠道，产生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 30 -

七、 股利分配政策

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本公司将本着同股同利的原则，
按股东持股比例进行股利分配。
２、本公司每年的税后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⑴弥补亏损
⑵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１０％；
⑶提取法定公益金５％－１０％；
⑷经股东大会决议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⑸支付普通股股利。
关于弥补亏损的年限、数额、公积金和公益金的计提比例以及股利的确定，即某
一年度具体的股利分配方案，则由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生产经营计划提出，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３、本公司股利每年年度决算后分配一次，每年的股利于次年的上半年派付，董
事会在考虑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之后，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可提请股东大会通过决
议进行中期股利分配。
４、股利可以采用现金和股票两种方式支付。公司向个人分配股利时，由公司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
的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收入所得税。
５、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预计首次股利分配的日期在２００１年６月底以前；公司以
前年度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及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以后产生的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６、本公司成立以来历年分红情况如下：
１９９４年度利润不分配；
１９９５年度利润不分配；
１９９６年度以任意盈余公积金按１０：８的比例转增股本；
１９９７年度以任意盈余公积金按１０：７的比例转增股本；
１９９８年度利润不分配；
１９９９年度利润暂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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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验资报告

以下资料摘自南京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1、南京会计师事务所 1994 年 5 月 28 日出具的宁会验[94]0912 号《验资报告》：
对贵公司截至 1994 年 5 月 27 日止的实收资本进行验证。
⑴根据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宁国资办评估确认字（1994）19 号确认书确认
国家股股本 2038 万元；
⑵根据南京市体改委宁体改字（1994）277 号文件批准发行内部职工股 500 万元，
该股本金已于 1994 年 5 月 27 日划入我所验资户。
以上注册资金共 2,538 万元，经验证已全部到位。

2、南京会计师事务所 1997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宁会验字[97]090 号《验资报告》：
根据我们的审验，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 2,538 万
元，截止 1997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4,568.4 万元，变更后的净资产为
12,198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4,568.4 万元，盈余公积 5,485.22 万元，未分配利润 2,009.59
万元。

3、南京会计师事务所 1998 年 5 月 10 日出具的宁会验字[98]059 号《验资报告》：
根据我们的审验，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 4,568.4 万
元，截止 1998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7,766.28 万元，变更后的净资
产为 14,155.85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7766.28 万元，盈余公积 4,287.94 万元，未分配利
润 2,101.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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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承销

１、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２、承销日期：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９日；
３、发行方式：上网定价；
４、发行地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联网地区的证券交易网点；
５、发行对象：中国境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股票帐户的自然人、法人和经批
准的基金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６、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和数量
股票种类：记名式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１．００元；
发行数量：５，５００万股。
７、发行价格及确定价格的方法
⑴发行价格：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８．１２元，按加权股本计算，市盈率为２１．９５
倍（按全面摊薄股本计算，市盈率为２２．７５倍）。
⑵发行价格确定方法
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并报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溢价发行，价格计算方法如下：
发行当年加权平均股本数＝ 发行前总股本＋本次公开发行股本数
×（１２－发行月份）／１２
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当年预测利润／发行当年加权平均股本数×市盈率
＝ ４７３８．３８／〔７７６６．２８＋５５０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９５
＝８．１２元
８、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
若本次发行成功，预计募集资金４４，６６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实际募集资
金４３，１２０万元。
９、承销机构及其承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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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机构
主承销商：

承销量（万股）

承销比例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

２７．２７％

副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２７．２７％

分销商：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０

２２．７３％

国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０

２２．７３％

１０、发行费用
本次新股发行之费用从股款中列支，发行费用预计１，５７２万元。其中：
⑴承销佣金

１１２０万元

⑵上市推荐费

１２０万元

⑶律师费

６０万元

⑷会计师审计、验资、盈利预测鉴证费

１５０万元

⑸上网发行手续费

７２万元

⑹其他费用

５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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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发行人情况

１、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ＮＡＮＪＩＮＧ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ＩＭＰ＆ＥＸＰ ＣＯＲＰ．，ＬＴＤ．
２、成立日期：１９９４年５月３０日
３、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７７号
４、发行人历史情况简介
公司的前身是原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原公司）。原公司成立于１９７８年１月，
其前身为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南京支公司。１９８８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批
准，原公司取得进出口自营权，主要经营纺织、针织、服装、丝绸、机电、五金等产
品的进出口业务。
１９９４年５月，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字［１９９４］２７７号文批准，原公司
进行整体改制，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本公司。原公司以经南京会计师事务所宁会评
（９４）０２６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并经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宁国资办确认字
（１９９４）１９号文确认的净资产２，１７２．６４万元，按９３．８％的比例折为国家股２，０３８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８０．３％，折股溢价部分１３４．６４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同时，向内部职
工定向募集人民币普通股５００万股，占总股本的１９．７％。１９９４年５月３０日，公司在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２，５３８万元，注册号１３４９６７４２—８。
１９９６年８月，根据国务院［１９９５］年１７号文《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
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的精神和国有资产折股的有关规
定，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对１９９４年改制时国家股折股问题进行了规范。即原公
司以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２，０３８万元按１：１的比例折为国家股２，０３８万股，原计入公司
资本公积的１３４．６４万元国家股股东权益不进入公司资产范围，由公司以等值资产归还
国 家 股 股东。上述国有股权设置方案，得到了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宁国资产
［１９９６］１４７号文的重新确认和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字［９６］１７４号文的认
可。

- 35 -

１９９７年４月，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综字
［１９９７］５５号文批准，公司以任意盈余公积金按１０：８的比例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的总
股本增加为４５６８．４万股。
１９９８年４月，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综字
［１９９８］１０３号文批准，公司以任意盈余公积金按１０：７的比例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
的总股本增加为７７６６．２８万股。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根据国家体改委《关于清理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不
规范做法的通知》和《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的要求，经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综字［１９９９］６３号文批准，公
司内部职工股东向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外运江苏公
司、江苏省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家单位分别转让所持内部职工股７３５．８４
万股、３００万股、２００万股、１００万股，共计１３３５．８４万股。转让后，公司内部职工股由
１５３０万股减为１９４．１６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由原１９．７％减为２．５％。
５、公司主要股东简介
⑴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是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于１９９６年３月
设立的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７．６亿元人民币。其主
要业务是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运用投资、参股、控股、资产重
组等多种手段，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６２３６．２８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８０．３％。
⑵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３日，注册资本２９６４．６万元，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２号，法定代表人廖建生，主要经营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
食品、金银首饰、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广告装潢、日用商品维修、餐饮服务
等，多年稳居全国百家最大规模和最佳效益百货零售商店之列。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７３５．８４万股法人股，占总股本的９．４７％。
⑶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是由丹麦斯亚国际贸易公司与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
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２２４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尹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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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建设与销售、租赁。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３００万股法人
股，占总股本的３．８６％。
⑷中国外运江苏公司
中国外运江苏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３年３月，注册资本８７１２．５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中
华路１２９号，法定代表人王林，主要从事承办进出口货物、援外物资、多式联运和仓储
业务、组织出口货物集港、集站、短途运输等。中国外运江苏公司持有公司２００万股法
人股，占总股本的２．５８％。
⑸江苏省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６月，注册资本１１６４８．７５万
元，注册地址南京市中华路５０号，法定代表人刘绥芝，主要经营工艺品等商品的进出
口业务。江苏省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１００万股法人股，占总股本的
１．２９％。

６、发行人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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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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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发行人职工情况
目前公司共有职工２５８人，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３５人，初级职称人员５２人；
具有硕士学历人员２人，本科学历人员１３０人，大专学历人员７９人，大专及大专以上学
历人员占公司职工总数的８２％，中专学历人员２４人，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２３人，占公司
职工总数的１８％。职工平均年龄３４岁，其中３０岁以下１１０人，占职工总数的４３％。
公司离退休人员２２人。
公司员工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公司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工
劳保、福利、待业保险和养老退休制度。公司离退休人员已参加南京市社会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其离退休金由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发放，公司为离退休人员支付医疗保险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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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瑞织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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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发行人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纺织品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三来一补；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
作生产业务；经营国家放开经营的其他商品进出口业务（按外贸部批文）。百货；五
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化工原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销售；对外劳务合作
业务；对外派遣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的劳务人员（不含海员）。
９、发行人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纺织、针织、服装、丝绸、机电设备、轻工等产品的进出口业
务。
１０、发行人经营的主要品种、出口能力、贸易方式、市场分布
⑴公司主要经营纺织、丝绸、针织、服装、机电设备、轻工产品等产品的进出口
业务，及开展海外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业务。
⑵公司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方式和其他贸易方式，一般贸易方式占业务总量的
８２％，其他贸易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代理进出口业务，约占公司业务总量的１２％。
⑶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公司实现出口创汇分别为１．５３亿美元、１．６９亿美元、
１．９８亿美元。
⑷公司出口商品遍及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北美、日本，其
中对欧盟出口占公司业务份额的２８％、北美占２２％、日本占２１％，其他市场占２９％。
１１、无形资产有关情况
公司合法拥有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注册的以下商标的所有权：
商标名称

注册类别

注册证号

英文 ＮＥＸＩＭ

２５ 类

７１５７４４

１９９４．１１．１４－２００４．１１．１３

英文 ＮＥＸＩＭ

２４ 类

７２２７５１

１９９４．１２．２８－２００４．１２．２７

英文 ＮＥＸＩＭ

２５ 类

８３５６９８

１９９６．０４．２８－２００６．０４．２７

湖帆标志

２４ 类

６５４９５６

１９９３．０８．２１－２００３．０８．２０

云际标志

２４ 类

６２４５４１

１９９２．１２．３０－２００２．１２．２９

云际标志

２４ 类

５５７１７０

１９９１．０６．３０－２００１．０６．２９

吉

２４ 类

５５７１６９

１９９１．０６．３０－２００１．０６．２９

意

英文 ＴＥＸ 标志

４０ 类

英文 ＴＥＸ 标志

３５ 类

樱 坛

２５ 类

７５６３０７
７４３３３９
５５８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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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

１９９５．０７．１４－２００５．０７．１３
１９９５．０４．２８－２００５．０４．２７
１９９１．０７．２０－２００１．０７．１９

英文 ＧＭＣＥ

２５ 类

６１０２１７

１９９２．０９．１０－２００２．０９．０９

公司主要根据国外客户所指定的品牌，以委托其他企业生产的方式出口，这些品
牌包括ＣＡＶＡＬ ＣＯＲＮＮＥＲ、ＤＩＳＮＥＹ、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ＰＯＬＯ等世界知名品牌。自有品牌产品的
出口占公司年出口总额的比例较小，在上述公司所有的商标中，使用最多的是“湖帆”，
其用于丝绸面料、坯绸等产品的出口，年出口量在２０００万美元左右，在欧洲、北美、
日本及韩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１２、发行人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无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本次发行成功后，公司计划进行的投资项目如下：
（1）组建苏州宁绸有限公司，实现生物功能性整理丝绸产品国家重点工业实验
项目的产业化
（2）组建南京南泰印染有限公司，建立高档装饰面料和服装面料染整加工基地，
包括：
① 引进印花设备技改项目；
② 开发高档装饰面料及高密特种整理面料技改项目；
③ 引进关键染整设备开发超仿真面料技术改造项目
（3）增资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建设高档织物生产基地，包括：
① 开发高档仿生态织物技改项目；
② 开发生产高档服装装饰织物技改项目
（4）组建南京南泰经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现组像管与大屏幕显示系统产业
化，包括：
① 开发生产组像管技术改造项目；
② 开发生产组像管大屏幕显示系统技改项目
（5）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股权并对其增资，建立天然无磷环保洗涤
系列产品生产基地，包括：
① 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② 对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建立天然无磷环保洗涤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
目
（6）创建科技信息中心与产品设计开发中心项目
（7）补充公司外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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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国家的优惠政策
公司享受国家出口补贴的有关优惠政策。
１４、发行人前三年收购兼并、资产重组情况
⑴收购兼并
１９９８年５月，公司与工贸合营南京金棠织布厂破产清算组达成协议，出资２００万元
整体收购该厂破产资产。其后，公司以被收购资产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泰贸易有
限公司共同组建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４００万元，公司占９０％的权益。
⑵资产重组
①公司１９９９年资产重组的目的
Ａ、解决历史问题
１９９４年５月，公司由原国有企业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进行整体改制设立为股份
有限公司。由于改制时间较早，公司经营班子对改制的认识不够，在改制后的一段时
期，仍然存在国有企业原有的政企不分问题，经营决策缺乏自主性。
在此背景下，自１９９４年成立以来，公司在正常的经营业务外，根据政府及主管部
门的要求，为其他国有企业进行了信贷担保，承担了部分经营外的责任，后代为偿还
贷款，取得抵押资产，形成了部分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资产，该项资产共计１８，３２６
万元，占重组资产的５７％。这些资产非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形成，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了
巨大的风险。
同时，由于对企业改制认识不够，没有真正建立起运作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使
得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未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运作，为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购买了部分职工住宅，形成了部分非经营性资产，该部分资产共计６，０１８万元，占
重组资产的１９％。
上述由于公司原来改制不彻底形成的资产共２４，３４４万元，占重组资产的７６％。公司
深刻认识到改制不彻底给公司经营形成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为此，
公司就上述问题的解决与大股东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大股东从支持公司主业的长远发
展考虑，支持公司进行资产重组。重组也得到了主管部门及南京市政府的支持。重组
后，公司未再进行任何担保，同时，建立了新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薪酬制度和激
励机制，未再购置职工住宅。
Ｂ、集中优势资源，调整公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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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贸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外贸经营形势下，公司确定了出
口商品多元化和贸、工、科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实施新的发展战略，需要公司集中有
限的经济资源用于发展主营业务，而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部分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资产
沉淀了公司大量资源，影响了公司发展战略的调整。因此，资产重组是公司集中资源，
实现战略转变的重要一步。
综上所述，公司资产重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并整合有限的资源，
优化资本结构，突出主业，实现发展战略的调整。
②资产重组的内容
根据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公司与国资公司签订的《资产重组协议》，资产重组的主要内
容是：公司将总计人民币３２３，６０３，４６６．３１元的资产及等额负债，以截止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１日
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帐面价值作为基准价值以“０”价格一并转让给国资公司。其中
资 产 包 括：银行存款 ２１，９９５，５３０．００元；应收帐款 ７２，３０１，０１０．８６元；其 他应收 款
４９，９０９，２８６．８２元；长期投资４，５２７，１６１．４９ 元；在建工程１４，２３７，６０５．９６元；固定资产
１６６，０６３，５３８ ．０９元；固定资产清理－５，８５２，３３０．９１元；无形资产４２１，６６４．００元。负债
包括：银行短期借款３笔，计１５９，６０３，４６７．３１元，；银行长期借款１笔，计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向南京市财政局借款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③资产重组的程序
公司资产重组已得到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并办理了相关法律手续：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８
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资产重组的决议；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公司与国资公司签订
了资产重组协议；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６日，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以［宁国资企（１９９９）１２７号］
文同意本公司进行资产重组；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７日，公司与国资公司在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
办理了重组资产的产权转让交割手续。此后，公司与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三家债权银
行及国资公司分别签署了以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１日为基准日的债务转让协议。
④资产重组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１９９９年的资产重组是公司在外贸新形势下进行战略调整的重要一步，通过资产重
组，可使公司轻装上阵，集中优势资源，突出主业，实现贸工科一体化发展目标，从长
期来看，必将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１５、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⑴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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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现有的关联企业为：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主要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股份制

代表南京市政府行使国有资产的
经营、管理职能

控股股东

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

股份制

纺织品、针织品和服装生产销售

控股子公司

淮阴朗诗制衣有限公司

股份制

服装生产及销售

控股子公司

南京六朝服装有限公司

股份制

服装生产及销售

控股子公司

南京美联服装设计制作
有限公司

股份制

服装设计、生产

控股子公司

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

股份制

服装生产及销售

同一母公司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控股）有限公司

⑵主要关联交易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公司与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签订了《办公楼租赁协议》，合
同规定：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将座落在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７７号的南泰大厦８－１７
层出租给公司使用，面积为６，５００平方米；公司每月支付租金为每平方米３２．０５元，年
租金为２５０万元；租赁期限为１０年，自１９９９年８月１日起至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止。
１６、同业竞争
公司经营范围尤其是主营业务与控股股东的现有业务没有重复交叉之处，故不存
在同业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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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发行人公司章程摘录

（一）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１、股东的权利
章程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股东为依法持有公司股份的人。
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
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
第三十五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
（三）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
（四）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六）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包括：
１、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公司章程；
２、缴付合理费用后有权查阅和复印：
（１）本人持股资料；
（２）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３）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４）公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
（七）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八）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２、股东的义务
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公司章程；
（二）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三）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退股；
（四）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二）股东大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
１、股东大会的职权
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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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一）修改公司章程；
（十二）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三）审议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提案；
（十四）审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２、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章程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大会分为股东年会和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年会每年召
开一次，并应于上一个会计年度完结之后的六个月之内举行。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章程所定人数的
三分之二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十（不含投票代理权）以
上的股东书面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述第（三）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求计算。
第四十五条 临时股东大会只对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第四十六条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法召集，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故不能
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其它董事主持；董事长不能出席会议，也未指定人选的，
由董事会指定一名董事主持会议；董事会未指定会议主持人的，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同推举一名股东主持会议；如果因任何理由，股东无法主持会议，应当由出席会议的
持有最多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主持。
（三）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１、董事会的组成
第九十二条
第九十三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名。

２、董事会的职权
章程第九十四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45-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风险投资、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３、董事会的议事规则
第九十六条 董事会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确保董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第一百零一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十日
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
第一百零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召集临时董事会会
议：
（一）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二）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三）监事会提议时；
（四）经理提议时。
第一百零三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书面或电话；通知时限
为会议召开前五日。
如有本章第一百零二条第（二）、（三）、（四）规定的情形，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
时，应当指定副董事长或一名董事代其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长无故不能履行职
责，亦未指定具体人员代其行使职责的，可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负责召集会议。
第一百零五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
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四）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职权
章程第九十八条规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九十九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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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
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董事长应当指定副董事长代行其职权。
（五）经营管理机构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１、经营管理机构的组成
章程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董事可受聘
兼任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但兼任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２、经营管理机构的职权
章程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八）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九）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二条 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非董事经理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３、经营管理机构的议事规则
第一百二十三条 经理应当根据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要求，向董事会或者监事会
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经理必须保证该报
告的真实性。公司经理的其他职权及职权的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定。
第一百二十四条 经理拟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
保险、解聘（或开除）公司职工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应当事先听取工会和
职代会的意见。
第一百二十五条 经理应制订经理工作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二十六条 经理工作细则包括下列内容：
（一）经理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的人员；
（二）经理、副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三）公司资金、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同的权限，以及向董事会、监事会的报
告制度；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经理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诚
信和勤勉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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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１、监事会的组成
第一百三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召集人一名。
监事会召集人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该召集人指定一名监事代行其职权。
第一百二十九条 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担任。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
事不得少于监事人数三分之一。
２、监事会的职权
章程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的财务；
（二）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章
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
纠正，必要时向股东大会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五）列席董事会会议；
（六）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三十七条 监事会行使职权时，必要时可以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等专业性机构给予帮助，由此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３、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第一百三十八条 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二次会议。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
以前书面送达全体监事。
第一百四十条
监事会的议事方式为：召开会议。
第一百四十一条 监事会的表决程序为：监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监事
出席方可举行，监事以举手方式表决，每一监事享有一票表决权，监事会作出决议，
必须经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通过。
（七）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公司实行内部审计，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务
收支和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内部审计和审计人员的职责，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审计负责人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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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重要职员

１、公司董事
单晓钟先生，董事长，总经理，５０岁，高级经济师，曾任南京外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进出口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南京市企业（企业
家）管理协会副会长，曾获“南京市优秀企业家”、“建设新南京有功个人”等荣誉
称号，并被当选为南京市第九次、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具有丰富的外贸工作经验和
企业管理经验。
胡海鸽女士，副董事长，４８岁，大专文化，政工师，曾任南京第二制药厂党委副
书记，现任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曾获“江苏省三八红旗手”、“南京市优秀
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杨京城女士，董事，４３岁，经济师，曾在部队担任连队指导员、副营职干事，曾
任公司人保科副科长、科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
韩

勇先生，董事，３２岁，大学文化，经济师，曾任公司服装部外销员，服装部

副经理，现任公司服装一部经理。并曾获“全国外经贸系统质量管理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
王

勇先生，董事，３３岁，大学文化，经济师，曾任公司丝绸一部外销员，丝绸

部副经理，现任公司丝绸一部经理。
周发亮先生，董事，５３岁，大专文化，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会计师，１９６１年参
加工作，曾任南京市财政局副处长，现任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总经
理。
陈

山先生，董事，４０岁，硕士，经济师，１９７６年参加工作，曾任南京市统计局

主任科员，现任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产权部经理。
张世雄先生，董事，３３岁，大学文化，１９８９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精细化工专业，曾
任深圳市轻工物质出口公司业务经理、总经理助理，深圳市英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华
南大区经理、市场总监，深圳市伊美堂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总监。现任
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华东大区经理、市场总监助理、董事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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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龙先生，董事，３６岁，大学文化，１９８５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工程专业，
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数量经济分析，并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从事预测模型的建立
和分析工作。现任江苏经纬电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林先生，董事，４１岁，大专文化，曾任宁波太平国际贸易联运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宁波外运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外运（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等职。现任中国外运江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二震先生，独立董事，４７岁，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先生现任南京大学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理
论和政策、开放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２、公司监事
王

敏女士，监事会召集人，４６岁，经济师，曾任公司丝绸部外销员，丝绸部副

经理，现任公司丝绸三部经理。
张

建先生，监事，４４岁，大专文化，经济师，曾任南京第二制药厂团委副书记、

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周国庆先生，监事，４５岁，大专文化，经济师，曾任部队副营职干事、公司人保
科干事，现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３、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丁

杰先生，董事会秘书，２９岁，大专文化，会计师，曾任公司财务部会计、副

经理，现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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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经营业绩

１、生产经营的一般情况
公司主要经营纺织、丝绸、针织、服装、机电设备、化工原料、轻工产品等产品
的进出口业务。现已在国际市场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销售网络，出口商品遍及７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与７００多家国外客户、１４００多家国内生产协作定点货源厂保持着良好的业务
往来。公司连续７年跻身全国进出口总额最大的５００家企业行列，连续６年出口创汇位居
南京市第一，占南京市出口总额的５０％以上，曾先后获得“全国对外经贸最佳创汇企业”、
“全国对外经贸优秀企业”、“全国外经贸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江苏省进出口
创汇优秀企业”等多种荣誉称号。１９９９年公司在全国出口额最大的２００家企业中排名第
９０位。根据海关统计，1999年公司列全国服装、纺织品出口额第17名（这一排名包括
生产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
近几年来，公司资产规模迅速扩大，进出口规模稳步增长，经济效益显著。特别
是进入２０００年以来，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迅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２、经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近三年及最近一期主营业务收入和盈利
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２０００年１－９月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７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８５，６２４

１，８２９，２７９

１，５０９，２０９

１，３４８，９３４

主营业务利润

１６３，１０３．８５

１７９，１４２．８５

１３３，５７７．７７

１３９，６６９．７０

利润总额

４８，２０５．０４

４４，３７３．０６

２８，５６０．０８

２９，２２５．２７

税后利润

３１，７３９．０４

３０，３４１．８４

１８，９００．６１

１９，３３２．９０

１５．６５

１６．９７

１２．７３

１４．９２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２４

０．４２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３、业务收入的主要构成
近三年本公司主要业务收入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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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００年１－９月

１９９９年度

１９９８年度

１９９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纺织原料

１２１，８１４

６．８２

３０，３８２

１．６６

２８，１８２

１．８７

１１，２１３

０．８４

纺织面料
及辅料

７４２，６５５

４１．５９

７１９，４４３

３９．３３

６６６，０７９

４４．１１

６６２，６９９

４９．３５

针织品

２５２，４２１

１４．１４

３３４，４７６

１８．２８

２１１，１８１

１３．９８

２３２，７７６

１７．３４

服装

５１５，５４８

２８．８７

６１６，７６７

３３．７２

４８４，０４０

３２．０５

３７５，５５０

２７．９７

机电产品

７２，１３８

４．０４

７７，６７２

４．２５

８４，１９９

５．５８

５５，２２０

４．１１

化工原料

５７，００３

３．１９

２２，５１９

１．２３

３，２１８

０．２１

－

－

日用百货

２０，６４６

１．１６

１９，２７９

１．０５

２７，０６８

１．７９

１１，４７７

０．８５

其他

３，３９９

０．１９

９，７４２

０．５３

５，２４２

０．３５

－

－

１，７８５，６２４

１００

１，８２９，２７９

１００

１，５１０，１５１

１００

１，３４２，７２９

１００

合

计

４、完成的主要工作
⑴１９９４年５月，公司成立，在全国出口额最大的５００家企业排名中，列第１１０位；
⑵１９９５年，公司被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评为“全国对外经贸优秀企业”，“全国
对外经贸最佳创汇企业”；
⑶公司在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度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５００家企业排名中，列第１２８位。
⑷公司在１９９６年度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５００家企业排名中，列第１１０位；
⑸１９９７年，公司完成出口创汇１．５３亿美元，在１９９７年度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５００
家企业排名中，列第１１７位，被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评为“全国对外经贸质量效益型先
进企业”；
⑹１９９８年，公司实现出口创汇１．６９亿美元，在１９９８年度中国出口额最大的２００家
企业排名中，列第８６位，被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评为“全国对外经贸质量效益型先进
企业”；
⑺１９９９年，公司完成出口创汇１．９８亿美元，在１９９８年度中国出口额最大的２００家
企业排名中，列第９０位，被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评为“全国对外经贸质量效益型先进
特别企业”；
⑻2000年1-9月，公司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评为“江苏省外贸出口超200亿美元先进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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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市场开发情况：
公司坚持“以质取胜、科技兴贸”的经营策略，目前已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具有
相当规模的销售网络，覆盖世界上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商品达十几大类，近千个
品种，与７００多家国外客户、１４００多家国内生产协作定点货源工厂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往
来，在全球１０００家最大的贸易公司中，有６０多家与公司保持着长期的业务往来。公司
在美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波兰、斐济等国设有６个海外代表机构，能够及时了
解国际市场环境及变化趋势，准确掌握客户需求和反馈信息。
近年来，公司在稳定原有客户和稳步拓展欧美、日本等传统出口市场外，加大了
开发东欧、东南亚、南美洲等新兴市场的力度，拓展了新的出口渠道，对新兴市场的
出口额出现了快速增长。目前，对上述新兴市场的出口额已占公司年出口总额的近３０％。
经过多年的拓展，公司已基本形成出口商品多元化局面，在保持纺织、服装出口
稳步增长的同时，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的出口增长较为明显，为公司出口商品多元化
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市场基础。
６、公司筹资及投资方面的情况
１９９４年５月，通过发行内部职工股５００万股，公司募集资金５００万元，该次募集资
金已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与多家银行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流动资金上获得大力支持。
７、经营管理的改进与提高
公司改制以来，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经营上贯彻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并
逐步向综合商社的目标迈进。管理上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人事、财务、
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革，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增强了企
业活力。公司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积极建设企业文化，使“团结拼搏、争创一
流”的企业精神逐步成为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准则，从而保证了公司沿着健康的方向不
断发展。同时，引入竞争、激励、约束和风险机制，实行岗位责任百分考核制，把工
资、奖金与责任目标挂钩，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用人机制方面，实行全员劳动
合同制和干部聘任制等人事制度改革，建立起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灵活的用
人机制。
８、职工数量与业务水平方面的变化
⑴员工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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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注重提高管理效率，在业务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公司员工人数保持相
对稳定，没有同步增加，截止１９９９年底为２５８人。
⑵员工素质的变化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十分重视职工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工作。在不
断吸纳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加盟的同时，公司每年还制定职工培训计划，根据岗位职责
标准，拟定培训科目，定期学习、定期培训、定期考核，以提高职工整体素质。目前
公司已形成了一支以长期从事外贸工作的专家、研究生、大学毕业生为主要骨干的经
营管理人才队伍，为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和扩张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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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股本

１、本次发行前公司注册资本７７６６．２８万元。
２、公司股本形成过程
公司由原国有企业南京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进行整体改制并以募集方式设立，１９９４
年５月，原公司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折为国家股２０３８万股，同时向内部职工定向募集内
部职工股５００万股，因此，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２５３８万股，其中，国家股２０３８万股，由
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持有，占总股本的８０．３％；内部职工股５００万股，占总股本
的１９．７％。
１９９６年３月，公司原由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持有的国家股，无偿划拨给南
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９９７年４月，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综字
［１９９７］５５号文批准，公司以任意盈余公积金按１０：８的比例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的
总股本扩大到４５６８．４万股，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１９９７年５月６日公司进行了重新登记，
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为４５６８．４万元，注册号变为３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９５。
１９９８年４月，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综字
［１９９８］１０３号文批准，公司以任意盈余公积金按１０：７的比例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的
总股本为７７６６．２８万股，其中国家股６２３６．２８万股，占总股本的８０．３％，内部职工股１５３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１９．７％。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８日公司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
变为７７６６．２８万元。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清理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
部职工持股不规范做法的通知》和《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
的要求，公司对内部职工股超比例发行问题进行了清理。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
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综字［１９９９］６３号文批准，公司内部职工股股东向南
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外运江苏公司、江苏省工艺品进
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家单位分别转让内部职工股７３５．８４万股、３００万股、２００万股、
１００万股，共计１３３５．８４万股，占总股本的１７．２％。转让后，公司内部职工股由１５３０万股
减为１９４．１６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由１９．７％减为２．５％。
以上演变过程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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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股

股份类别
发起人股（国家股）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控股）有限公司
社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会 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
法 中国外运江苏公司
人
江苏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
股
有限公司
内 部 职 工 股
总
计

99 年内部职工股
转让后
持股
持股数
比例

94 年设立
时持股

97 年转增
后持股

98 年转增
后持股

2038

3668.4

6236.28

6236.28

80.3%

-

-

-

735.84
300
200

9.47%
3.86%
2.58%

-

-

-

100

1.29%

500
2538

900
4568.4

1530
7766.28

194.16
7766.28

2.5%
100%

３、本次发行前及发行成功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发行前
股份类别

发行后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万股）

（％）

（万股）

（％）

国家股

６２３６．２８

８０．３

６２３６．２８

４７．００

法人股

１３３５．８４

１７．２

１３３５．８４

１０．０７

内部职工股

１９４．１６

２．５

１９４．１６

１．４７

——

——

５５００

４１．４６

７７６６．２８

１００

１３２６６．２８

１００

尚未流通股份：

可流通股份：
社会公众股

总股本

４、公司本次公开发行５，５００万股社会公众股，每股面值１．００元，采用溢价发行，
超过面值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转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５、本次发行公司前后净资产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净资产总额为２０，２８３．５８万元，每股净资产为２．６１元；
本次发行后预计公司净资产总额为６３，４０４万元（已扣除发行费用），每股净资约
为４．７８元（已扣除发行费用）。

-56-

６、本次发行前公司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６２，３６２，８００

８０．３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５８，４００

９．４７

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

中国外运江苏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

江苏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

单晓钟

１３，５２０

０．０１７

胡海鸽

１３，５２０

０．０１７

张钟灵

１３，５２０

０．０１７

徐先民

１３，５２０

０．０１７

杨京城

１１，２５５

０．０１４

７、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重要职员持有公司及其他关联企业股份情况：
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重要职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职务

姓名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所持股份性质

董事长、总经理

单晓钟

１３５２０

内部职工股

董事、副总经理

胡海鸽

１３５２０

内部职工股

董事、副总经理

杨京城

１１２５５

内部职工股

董事

韩

勇

１１２５５

内部职工股

董事

王

勇

１１２５５

内部职工股

监事

王

敏

１１２５５

内部职工股

监事

张

建

１１２５５

内部职工股

监事

周国庆

７７６４

内部职工股

副总经理

张钟灵

１３５２０

内部职工股

副总经理

徐先民

１３５２０

内部职工股

董事会秘书

丁

７７６４

内部职工股

杰

⑵上述人员未持有公司其他关联企业股份。
８、公司内部职工股情况：
本公司于１９９４年５月按面值募集内部职工股５００万股，占总股本的１９．７％，该部分
股份已于１９９４年８月在南京证券登记公司集中托管。１９９７年４月和１９９８年４月公司分别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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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和１０：７的比例转增股本后，内部职工股变为１５３０万股。１９９９年７月，经南京市经
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宁体改综字［１９９９］６３号文《关于同意南京纺织品内部职工股部分
转为社会法人股的批复》批准，公司１３３５．８４万股内部职工股转让给社会法人。转让后，
公司内部职工股总数变为１９４．１６万股，占总股本的２．５％。上述股份变动已办理相关登
记和转让过户手续。截止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９日，公司全部股份，包括国家股６２３６．２８万股，
社会法人股１３３５．８４万股，内部职工股１９４．１６万股都在南京证券登记公司进行了登记和
集中托管。
根据有关政策法规规定，本公司１９４．１６万股内部职工股自本次股票发行之日起满
三年后可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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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债项
根据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宁永会二审字（２０００）０３７号《审计报告》，
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负债总额４１，７０７．４６万元。公司主要债项如下：
１、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债项构成
债项分析表
债项类别

银行贷款

小计

单位：千元
抵押及

短期借款

到期日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信用

２０，９００

２００１年１月

信用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信用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信用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１月

信用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２月

信用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６月

信用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１月

信用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７月

信用

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担保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３月

担保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１月

担保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２月

担保

２４，８４０（３００万美元）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担保

２８，６２３（３４５．７０万美元）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担保

２６３，３６３

对 内部人
员 及关联
企业负债

－

其他负债

１５３，７１２

合计

４１７，０７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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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

其他限制
条件

２、主要合同承诺
⑴１９９９年９月，公司与苏州绸缎炼染一厂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公司拟投资３０００
万元与该厂共同成立“苏州宁绸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７５％。
⑵１９９９年６月，公司与南京丝绸印染厂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公司拟投资１２０００
万元与该厂共同成立“南京南泰印染纺织品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８５．７％。
⑶１９９９年７月，公司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泰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
定，双方拟按比例增加对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的投资，其中，公司增投５８５０万元，增
资后，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９０％。
⑷１９９９年６月，公司与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江苏省国际招标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书。约定，公司拟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与该上述单位共同成立“南京南泰经纬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８０％。
⑸１９９９年８月，公司与香港永银国际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拟
出资２０４０万元收购该公司持有的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８５％股权中的６０％，收购后，公
司持有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５１％的股权。
⑹１９９９年８月，公司与香港永银国际有限公司、深圳海飞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约定，公司在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的股权后，拟投资１００００万对该公司
实施增资，增资后，公司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６７．１％。
⑺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公司与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签订了《办公楼租赁协议》，
合同规定：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将座落在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７７号的南泰大厦
８－１７层出租给公司使用，面积为６，５００平方米；公司每月支付租金为每平方米３２．０５元，
年租金为２５０万元；租赁期限为１０年，自１９９９年８月１日起至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止。

３、本公司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无或有负债。

-60-

十六、主要固定资产

１、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办公设备和运输设备。
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主要固定资产分类折旧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千元）：
种

类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通用设备

５，７１３．３７

３，６５１．２５

２，０６２．１２

运输设备

７，０１４．３４

４，６３８．３６

２，３７５．９８

１２，７２７．７１

８，２８９．６１

４，４３８．１０

合

计

２、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经营活动用房系租赁取得，公司自身无房屋建筑物，
也未取得任何土地使用权。
３、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无非经营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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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财务会计资料

１、以下资料全文引用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宁永会二审字（２０００）０３７
号《审计报告》。

（一）

审计报告及会计报表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的资产负债表及１９９７年度、１９９８年度、１９９９年度、２０００年１至９月的利
润及利润分配表、１９９９年度的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这些会计报表由贵公司负责，
我们的责任是对这些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
立审计准则》进行的。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计程序。
我们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
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贵公司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的财务状况和１９９７年度、１９９８年度、１９９９年度、２０００
年１至９月的经营成果以及１９９９年度和２０００年度１至９月的现金流量情况。会计处理方法
的选用符合一贯性原则。

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邹宏伟
诸旭敏

中国•南京

二ＯＯ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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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计报表附注

注释一、公司一般情况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该公司是于
１９８８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的专业性外贸公司，１９９４年５月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
会宁体改字（１９９４）２７７号文批准，该公司在整体改制的基础上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股份
有 限 公 司 。 经 过 二 次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 ， 公 司 现 注 册 资 本 ７，７６６．２８ 万 元 ， 注 册
号：３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９５。
公司经营范围：纺织品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三来一补；承包中外合资；经
营合作生产业务；经营国家放开经营的其他商品进出口业务。

注释二、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
１、会计制度
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１９９８年前执行《股份制试点
企业会计制度》，并参照执行《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在本次编制会计报表时，按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２、会计年度
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
３、记帐原则和计价基础
公司以权责发生制为记帐原则，以历史成本价为计价基础。
４、记帐本位币和外币核算方法
公司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币。
外币帐户按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月初汇率折合人民币记帐，并于期末
按银行中间价（或比价）进行调整，调整的差额按照不同对象分别列入相应的科目。
５、现金等价物的确定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
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６、坏帐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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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帐确认标准：凡因债务人破产，依照法律清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因
债务人死亡，既无遗产可供清偿，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按公
司管理权限，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列作坏帐的应收款项。
坏帐准备的核算：采用备抵法核算，公司根据９９年度股东会的决议，于中期期末
或年度终了按期末应收款项的不同帐龄分别计提坏帐准备。各帐龄段的提取比例如下
（１９９９年以前）：
帐
龄
１ 年以内
１～２ 年
２～３ 年
３～４ 年
４～５ 年
５ 年以上

坏帐准备提取比例
－
２．５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不能收回，或收回可能性不大（如债务单位破产、
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短时间内无法偿付
债务的、以及其他足以证明应收款项可能发生损失的证据）全额计提坏帐准备。但其
中对虽满足上述条件而计划对应收款项进行债务重组，或以其他方式进行重组的；与
关联方发生的应收款项，特别是母子公司交易或事项产生的应收款项，不全额提取坏
帐准备。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２日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进一步提高坏帐准备计提比例，从２０００
年１月１日起，各帐龄段计提比例如下：
帐
龄
坏帐准备提取比例
１ 年以内
３．００％
１～２ 年
１０．００％
２～３ 年
２０．００％
３～４ 年
５０．００％
４～５ 年
８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坏帐损失的核算：公司对于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应查明原因，追究责任。对于
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核批准后，作为坏帐损失，冲销提
取的坏帐准备。
７、存货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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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存货主要包括：材料物资、代购代销商品、库存出口商品、库存进口商
品、待运和发出商品。存货的购进采用实际成本法；存货发出以进仓单号为依据按个
别认定法；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
本公司于中期期末和年度终了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低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８、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１）长期股权投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按投资时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
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或放弃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或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
价值计价。投资占被投资企业有表决权资本总额２０％以下及虽占２０％或２０％以上但不具
有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根据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的股权投资后实现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确认投资收益。投资占被投资企业有表决权资本总额２０％以上且具有重大影
响的按权益法核算；在取得股权投资后，按应享有或分担的被投资企业自股权投资后
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扣除法规或企业章程规定不属于投资企业的净
利润的部分后的金额）计算调整投资的帐面价值，并确认为应享有或应分担的当期投
资损益。被投资企业除净损益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投资
的具体价值。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时的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取得时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计作股权投资差额，按约定的投资期限或１０
年期平均摊销，计入损益。
（２）长期债权投资：公司长期债权投资，按投资时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
手续费等相关费用，但不包含已到期尚未领取的利息）计价；在债券持有期，按期计
提的利息收入经采用直线法调整溢价和折价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处置或
到期收回债权投资，按实际取得的价款与帐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
（３）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公司对长期投资中如果存在因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
位经营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帐面价值的，则在中期期末或年度
终了时，按其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９、固定资产及其折旧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
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或虽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
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的。评估入帐的固定资产按重置成本计
价，其他均按实际成本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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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根据固定资产原值、扣除残值按预计使用年限，采用直线法
分类计提。
固定资产的分类、经济使用年限、年折旧率列示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 年

5%

4.75%

通用设备

5年

3%

19.40%

运输设备

5年

3%

19.40%

１０、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采用实际成本核算。在固定资产尚未交付前发生的工程借款利息和有关
费用计入在建工程。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先估价入固定资产，待完工验收并
办理好竣工决算时正式转为固定资产。
１１、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无形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在其收益期限内平均摊销，不能确定收益期的
按１０年摊销。
１２、开办费
开办费按实际成本计价，按五年的期限平均摊销。
１３、长期待摊费用及其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按实际成本计价，在其收益期限内平均摊销。
１４、收入确认的标准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重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并不再对商品实施继续管
理权和实际控制权，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证据，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
利益能够流入公司，相应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即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１５、借款费用的核算
借款利息所发生的利息支出等费用，属于筹建期间的记入开办费，属于与购建固
定资产有关的，在固定资产尚未交付使用之前发生的，记入相关固定资产的购建成本，
属于经营期间的，记入财务费用。
１６、所得税的处理方法
企业所得税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
１７、合并报表的编制方法及范围：
（１）合并会计报表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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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财会字（１９９５）１１号文《关于印发〈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通知》
和财政部财会（二）字（１９９６）２号文《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请示的复函》等文
件的规定，以本公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会计报表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为依据，
合并编制而成。合并时：
ａ、子公司提供给母公司、子公司提供给子公司以及母公司提供给子公司的产品
和服务等，在合并时将母子公司、子子公司之间的营业收入分别与营业成本、费用、
存货相抵销。
ｂ、长期投资和投资收益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相抵销。
ｃ、内部往来相互抵销。
ｄ、母子公司采用不同会计政策而产生的差异，根据重要性原则决定是否调整。
（２）合并范围
本公司对其他单位投资占该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５０％以上，或虽占该单位资本
总额不足５０％但具有实质控制权的，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１８、利润分配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净利润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１）弥补亏损；
（２）提取１０％的法定盈余公积，当法定盈余公积金达到注册资本的５０％时可不再提
取；
（３）提取５％～１０％的公益金；
（４）经股东大会同意提取任意公积金；
（５）支付普通股股利。
具体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提出分配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１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根据财政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财会字
［１９９９］３５号），公司董事会决议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计提坏帐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且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另采用追溯调整法按９９
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调整了公司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７年的会计报表。同时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２
日召开股东决定，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进一步提高坏帐计提比例，如上“６、坏帐核算方
法”所述，作为会计估计变更，按照财政部财会字（１９９８）２８号《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文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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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三、报表编制

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有四个控股子公司，因该子公司资产等规模较小，根
据财政部财会（二）字（１９９６）２号文《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请示的复函》，本
期末未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注册资金

本单位投资额

本单位所占份额

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

南京六合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

４００ 万元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淮阴朗诗制衣有限公司

淮阴

服装制造

１６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５０％

南京六朝服装有限公司

南京

服装

１００ 万元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南京美联服装设计制作有

南京

服装设计、制造

１００ 万元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限公司

注释四、税项
１、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３３％。
２、流转税及附加
流转税及附加主要为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本公司被
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内销销项税率１７％，出口商品销项税实行零税率，同时按国
家规定的出口退税率享受出口退税政策；营业税按代购代销手续费收入的５％计缴；城
市维护建设税按应纳流转税税额的７％计缴；教育费附加按应纳流转税税额的３％计缴，
地方教育费附加按应纳流转税税额的１％计缴。
３、其他税项
其他税项包括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依据税务有关规定计缴。
注释五、主要会计报表科目注释：（下列项目无特殊说明，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１、货币资金
项

目

２０００．９．３０
原币

汇率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人民币

原币

汇率

人民币

金

１０，３９１．５３

９，５４５．６４

银行存款

１１５，１１７，０００．０１

７７，８７８，４９５．８６

现

其中外币存款

１，５９８，７７２．２７

８．２７９９

１３，２３７，６７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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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９３２．８７

８．２７９３

１６，６３２，４４７．８４

合

１１５，１２７，３９１．５４

计

７７，８８８，０４１．５０

说明：货币资金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比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增加４７．８１％，主要为本公司加
强清欠、应收款项回笼加快所致。
２、应收帐款
帐

２０００．９．３０

龄

金额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比重

坏帐准备

金额

比重

坏帐准备

１ 年以内

２５１，１９６，３０７．７６

８９．２７％

７，５３５，８８９．２４

２４３，８６３，３７０．２１

８０．４７％

１～２ 年

２５，０９２，５８５．８９

８．９１％

２，５０９，２５８．５９

３３，１３９，１１４．５２

１０．９３％

８２８，４７７．８６

２～３ 年

２，３１３，７８６．１８

０．８２％

４６２，７５７．２４

４，７２４，０９５．６４

１．５６％

２３６，２０４．７８

３～４ 年

２，８００，８３３．７７

１．００％

１，４００，４１６．８８

４，７２９，６０２．７２

１．５６％

４７２，９６０．２７

４～５ 年

－

－

－

１６，６０７，１７９．２８

５．４８％

２，４９１，０７６．９３

５ 年以上

－

－

－

－

－

－

２８１，４０３，５１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９０８，３２１．９５

３０３，０６３，３６２．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２８，７１９．８４

合

计

－

说明：无持有本公司５％以上（含５％）有表决权的股份的股东欠款。
３、其他应收款
帐

２０００．９．３０

龄

金额

比重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坏帐准备

金额

比重

坏帐准备

１ 年以内

７，４７８，１０４．５３

２４．１９％

２２４，３４３．１３

１４，５９８，２６３．２８

２６．６６％

－

１～２ 年

１３，０２６，５５３．５０

４２．１４％

１，３０２，６５５．３５

１４，４７４，５５３．５０

２６．４３％

３６１，８６３．８４

２～３ 年

１０，１０２，８６８．２８

３２．６８％

２，０２０，５７３．６５

２４，６４２，８６８．２８

４５．００％

１，２３２，１４３，４１

３～４ 年

３０４，５３６．７９

０．９９％

１５２，２６８．４０

３０４，５３６．７９

０．５６％

３０，４５３．６８

４～５ 年

－

－

－

１３３，８４０．６２

０．２４％

２０，０７６．０９

５ 年以上

－

－

－

６０５，５７０．８９

１．１１％

１２１，１１４．１８

３０，９１２，０６３．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９９．８４０．５３

５４，７５９，６３３．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６５，６５１．２０

合

计

说明：
（１）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比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减少，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加大清欠力度，收
回大量款项所致。
（２）无持有本公司５％以上（含５％）有表决权的股份的股东欠款。
（３）重大款项性质说明
借款单位

借款金额

欠款时间

备注

南京市对外贸易公司

９，５７１，５７７．１０

１～２ 年

借款

新加坡工程公司

７，９９３，４８５．４５

２～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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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预付帐款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１，１１６，０００．００

－

本期增加的１１，１１６，０００．００元为购置土地的预付款。
５、应收出口退税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６４，６２４，３４６．７２

２７，７４９，１１０．１８

说明：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比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增加１３２．８９％，主要为２０００年８月和９月应
收出口退税，因国家的退税资金紧张而未能及时收到。
６、存货
项

２０００．９．３０

目

金额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跌价准备

金额

跌价准备

代购代销商品

５，０５２，９２５．２６

２，５４９，９４７．３２

４，３８３，５４７．２９

１，２２３，５０７．４０

材料物资

５，５１３，０８１．０８

３５４，７３１．５５

７，８８４，０８１．２７

２３８，０３８．６３

待运和发出商品

６２，９３５，０６７．７２

７９，４２４．９８

４０，３４３，２２７．６１

２１３，３９２．１４

库存出口商品

１３，１８７，２９０．０９

１，１８１，４１０．９７

８，０７４，８９３．１６

１，５３９，１０６．８０

库存抵债物资

３，０７３，９６３．７８

２，２３５，１４８．７０

３，０７３，９６３．７８

２，２４０，４７６．２８

８９，７６２，３２７．９３

６，４００，６６３．５２

６３，７５９，７１３．１１

５，４５４，５２１．２５

合

计

说明：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比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增加４０．７８％，主要为本年出口销售增加
导致相应的存货储备增加。

７、待摊费用
类

别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摊销

２０００．９．３０

上市费用

１，０７５，９３５．０６

２，２５４，８８９．５０

－

３，３３０，８２４．５６

配 额 费

４４，５５２，１７１．９８

－５，８３２，６１１．５０

２８，１７５，３８９．３８

１０，５４４，１７１．１０

保 险 费

９９，９４６．００

－

９９，９４６．００

－

４５，７２８，０５３．０４

－３，５７７，７２２．００

２８．２７５，３３５．３８

１３，８７４，９９５．６６

合

计

说明：配额费根据使用情况予以摊销，本期配额增加数为负数因为招标配额降价
纺织品商会退款。
８、长期投资
（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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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长期股权投资
合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０，６３０，５０７．００

７，８３０，５０７．００

１０，６３０，５０７．００

７，８３０，５０７．００

目

计

（２）长期股权投资
注册地

主营业务

注册资金

本单位投资额

本单位所占份额

交通银行

南京

金融

１２０ 亿元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７，００６ 股

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公司

南京

商业

１．９ 亿元

２９８，０００．００

１５ 万股

沪宁高速公路

南京

４８．８ 亿元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１３ 万股

江苏工艺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进出口贸易

１．１ 亿元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万股

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

房地产开发

USD224 万

２７８，５０７．００

１０．００％

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

南京六合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

４００ 万元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淮阴朗诗制衣有限公司

淮阴

服装制造

１６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５０％

南京六朝服装有限公司

南京

服装

１００ 万元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南京美联服装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南京

服装设计、制造

１００ 万元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被投资单位

合计

１０，６３０，５０７．００

９、固定资产
（１）固定资产原值
项

目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００．９．３０

通用设备

５，０９０，４６６．９６

６２２，９０３．５０

－

５，７１３，３７０．４６

运输设备

６，６３０，９８９．５０

３８３，３５４．００

－

７，０１４，３４３．５０

１１，７２１，４５６．４６

１，００６，２５７．５０

－

１２，７２７，７１３．９６

目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２０００．９．３０

通用设备

３，００１，２３３．８３

６５０，０１４．８１

－

３，６５１，２４８．６４

运输设备

３，９２１，３８７．６３

７１６，９７６．０８

－

４，６３８，３６３．７１

合

６，９２２，６２１．４６

１，３６６，９９０．８９

－

８，２８９，６１２．３５

合

计

（２）累计折旧
项

计

（３）净值

４，７９８，８３５．００

４，４３８，１０１．６１

１０、在建工程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转固

其他减少

期末数

东宇大厦第五层

－

１３，４５３，６８７．８０

－

－

１３，４５３，６８７．８０

资金来源

工程进度

说明：根据公司与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２日达成的协议，受让南京
东宇大厦第五层，拟用于经营出口转内销的商品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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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长期待摊费用
项

目

大楼装潢费

原发生额

本期摊销

累计摊销

２０００．９．３０

剩余摊销年限

１０，６８７，０８８．８７

１，６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２１２，５００．００

４７４，５８８．８７

３个月

１２、短期借款
（１）按借款类别
借款类别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信用借款

１４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８８０，５９１．７６

担保借款

１２０，４６３，１３２．４７

－

抵押借款

－

－

２６３，３６３，１３２．４７

２５５，８８０，５９１．７６

合

计

（２）信用借款按到期日
贷款单位

到期日

华夏银行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

原币

计

金额

１４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担保借款按到期日
贷款单位

到期日

原币

金额

中信实业银行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信实业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南京市商业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０ 万美元

２４，８３９，７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３，４５６，９７８．０４ 美元

２８，６２３，４３２．４７

合

计

１２０，４６３，１３２．４７

（４）在审计报告日之前到期的短期借款均已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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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应付帐款
帐龄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１ 年以内

６８，５６７，８８３．４０

８７．１９％

７１，１４３，７８４．６１

８８．５５％

１～２ 年

７，９９５，７３０．６２

１０．１７％

９，０５４，１５１．１７

１１．２７％

２～３ 年

１，９２８，８９８．８８

２．４５％

１４９，０９５．８２

０．１８％

３ 年以上

１４７，８８８．５８

０．１９％

－

－

７８，６４０，４０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３４７，０３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说明：期末无欠持有本公司５％（含５％）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款项。

１４、预收帐款
２０００．９．３０

帐龄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１ 年以内

３７，００１，８４６．０１

９２．１８％

２９，５５５，５１９．７６

８０．２８％

１～２ 年

３，１２０，５２５．２８

７．７７％

６，４４６，２５１．９８

１７．５１％

２～３ 年

２１，４６２．４２

０．０５％

７６１，５５９．３２

２．０７％

３ 年以上

－

－

５０，１５１．８３

０．１４％

４０，１４３，８３３．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８１３，４８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说明：期末无欠持有本公司５％（含５％）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款项。

１５、应交税金
税
增

值

关

项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税

－２３，７０６，０６６．１２

－３０，２３２，８２４．５３

税

－２０２，４５９．５２

－８２，２０７．７９

营

业

税

２９０，７６５．７１

２６７，４２９．０５

城

建

税

４０９，３１０．７５

４０８，３５３．８１

所

得

税

３０，３１５，７３４．５２

２３，０１４，２０４．０８

个人所得税

４７３，２９１．４３

４８０，７６１．６８

７，５８０，５７６．７７

－６，１４４，２８３．７０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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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其他未交款
类

别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教育附加

２１１，２１７．５７

２１０，６７０．７５

其

他

－１６，９１３．９８

－１６，９１３．９８

合

计

１９４，３０３．５９

１９３，７５６．７７

备注
按应缴纳流转税税额的 ４％

１７、其他应付款
２０００．９．３０

帐龄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１ 年以内

２０，２１４，５８３．９５

８７．８７％

３３，０６６，８０７．３５

９５．９１％

１～２ 年

１，４６４，５００．００

６．３７％

－

－

２～３ 年

－

－

－

－

３ 年以上

１，３２４，８２２．４９

５．７６％

１，４０８，９９４．４１

４．０９％

２３，００３，９０６．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４７５，８０１．７６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说明： 期末欠持有本公司５％以上（含５％）有表决权的股份的股东欠款：
应付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市国资经营公司
１８，９１８，０９９．４５元，款项性质为借款。

１８、预提费用
项

目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预提利息

５２４，４１７．００

５１２，７２１．３４

合

５２４，４１７．００

５１２，７２１．３４

计

１９、股本（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９９８．１２．３１

１９９７．１２．３１

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国 家 股

６２，３６２，８００

６２，３６２，８００

６２，３６２，８００

３６，６８４，０００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７，３５８，４００

７，３５８，４００

－

－

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

－

中国外运江苏分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

－

江苏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法人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内部职工股

内 职 股

１，９４１，６００

１，９４１，６００

１５，３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６６２，８００

７７，６６２，８００

７７，６６２，８００

４５，６８４，０００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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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公司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１９９４年５月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
体改字（１９９４）２７７号文批准，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总股
本为２５３８万股，９７年以９６年末股本为基数用任意盈余公积按１０：８转增股本，９８年以９７
年末股本为基数用任意盈余公积以１０：７转增股本，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７，７６６．２８万股。
已经南京会计师事务所宁会验字９８（０５９）号验资报告确认。经１９９９年６月３日股东大会通
过，并经南京市宁体改委综字［１９９９］６３号文批准，公司内部职工股转让给南京商厦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斯亚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外运江苏分公司、江苏工艺品进出口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１３，３５８，４００股。

２０、盈余公积
项

目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９９８．１２．３１

１９９７．１２．３１

法定盈余公积

１５，０２４，２６７．７８

１５，０２４，２６７．７８

１１，９９０，０８３．３６

１０，１００，０２２．６１

公

金

１６，８９１，３３７．２２

１６，８９１，３３７．２２

１３，８５７，１５２．８０

１１，９６７，０９２．０５

任意盈余公积

２０，４０６，７０７．２２

２０，４０６，７０７．２２

２０，４０６，７０７．２２

５２，３８５，５０７．２２

合

５２，３２２，３１２．２２

５２，３２２，３１２．２２

４６，２５３，９４３．３８

７４，４５２，６２１．８８

益

计

说明：公司按当年净利润的１０％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另根据公司９７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１９９７年提取任意盈余公积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见“１７－股本”。

２１、未分配利润
２０００．９．３０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

１９９８．１２．３１

１９９７．１２．３１

期初余额

４８，８００，５３５．３７

２４，５２７，０５９．９７

９，４０６，５７４．０７

８，９４０，２５３．６１

本期净利润

３１，７３９，０３７．３４

３０，３４１，８４４．２４

１８，９００，６０７．４０

１９，３３２，９００．５６

住房周转金转入

－７，６８８，８４８．１０

－

－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

３，０３４，１８４．４２

１，８９０，０６０．７５

１，９３３，２９０．０５

提取法定公益金

－

３，０３４，１８４．４２

１，８９０，０６０．７５

１，９３３，２９０．０５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

－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普通股股利

－

－

－

－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

－

－

－

７２，８５０，７２４．６１

４８，８００，５３５．３７

２４，５２７，０５９．９７

９，４０６，５７４．０７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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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根据财政部财企［２０００］２９５号文，本公司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的住房周转金余额
已调入未分配利润科目。

２２、主营业务收入
类别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2000 年 1— 9 月

1999 年

1998 年

1997 年

纺织原料

１２，１８１．３９

３，０３８．２３

２，８１８．２２

１，１２１．３２

纺织面料及辅料

７４，２６５．４７

７１，８４４．２５

６６，６０７．９５

６６，２６９．９１

针织品

２５，２４２．１３

３３，４４７．５５

２１，１１８．１３

２３，２７７．５５

服装

５１，５５４．８２

６１，６７６．６７

４８，４０４．０４

３７，５５４．９９

机电产品

７，２１３．７５

７，７６７．２０

８，４１９．８５

５，５２１．９８

化工原料

５，７００．２９

２２５１．８６

３２１．８１

－

日用百货

２，０６４．６３

１９２７．８８

２，７０６．７５

１，１４７．６９

其他

３３９．９０

９７４．２１

５２４．１５

－

合计

１７８，５６２．３８

１８２，９２７．８５

１５０，９２０．９０

１３４，８９３．４４

２３、主营业务成本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２０００ 年 １－－９ 月

１９９９ 年

纺织原料

１１，５５１．０１

２，８９９．９９

２，６２６，０４

９９２，８１

纺织面料及辅料

７０，７４０．３３

６９，４９７．８５

６４，８２６．４０

６２，６９６．８５

针织品

２２，４５５．８３

２８，３３０．１１

１８，０８７．１８

１９，８９１．２９

服装

４２，７９７．１３

５１９２６．２８

３９，９７４．５８

３０，７６４．６４

机电产品

６，９７８．９８

７５４５．２５

８，５７２，７９

５，４５２．０７

化工原料

５，５７３．１６

２１８０．８５

３１０．０３

日用百货

１，８０２．２１

１７２７．２５

２，６０８．０３

其他

３４１．１４

８９２．４３

５０７．２４

合计

１６２，２３９．７９

１６５，０００．０１

２４、营业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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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年

１３７，５１２．２９

１９９７ 年

１，０５９．５５
－
１２０，８５７．２１

目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税

１１０，９０８．５８

１２２，１１２．３３

４３５，３０５．０４

２９３，１７４．９８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７，０８６．９７

８，４２４．５３

４６，４５９．８１

２５４，１６７．５８

教 育 费 附 加

４，０４９．７１

５，００７．８１

２６，５４８，４６

１４５，２３８．６２

１２２，０４５．２６

１３５，５４４．６７

５０８，３１３．３１

６９２，５８１．１８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１，７６２，２４８．５６

１，９１４，８４５．３３

７，０４７，５４６．２１

５，７３３，０７３．１８

项
营

业

合

计

２５、其他业务利润
种

类

代购代销手续费

２６、营业费用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５１，５９５，７０３．２１

５４，４９４，９８５．４１

２５，４２８，０６１．８２

２８，６１９，７１２．３２

说明：１９９８年以来营业费用增长主要为配额费用增加。

２７、管理费用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５７，８２６，１０７．７９

５９，２５９，７１３．９１

６０，０６０，５５０．９３

５８，６７８，７０６．３９

说明：２０００年１－９月与１９９９年同期相比增幅较大，主要因为本期坏帐准备计提比例
进一步提高，提取较多坏帐准备而致。

２８、财务费用
项

目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利 息 支 出

１３，１５９，８５５．２３

２８，５９１，２６０．１３

３６，７１４，０５４．２１

３６，２５５，８５３．３８

减：利息收入

４３７，８０５．５６

６２８，５４２．６８

７５１，００７．３５

５，２５６，３１２．５４

其

他

１，２５３，７０２．６２

１，７０１，７５８．１１

１，３４８，９２３．７３

１，０９２，８２６．３８

合

计

１３，９７５，７５２．２９

２９，６６４，４７５．５６

３７，３１１，９７０．５９

３２，０９２，３６７．２２

说明：公司财务费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１９９９年反映重组前后借款的全部财务费
用，而２０００年只反映本年１— ９月的实际财务费用。
２９、汇兑损失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８８０，９８２．４２

－９６４，６０４．４７

－９，５６１，５０８．９２

－６，５３２，６２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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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公司９３年末因汇率并轨形成的汇兑收益以及１９９４年以前出售外汇额度形成
的收益，从９４年开始按５年摊销，每年汇兑损益为该收益摊销数与期末相应科目按基准
汇价调整损益的合计数。

３０、投资收益
种

类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成本法

２８７，７６０．４８

２２６，３７２．４６

７７，６２１．６０

２９１，３６４．６７

权益法

－

－

－

成本法

－

－

－

权益法

－

－

－３，２９０，７０３．０５

－１，５６４，３３０．５７

债权投资

－

－

－１，０４２．４３

４９０．００

合计

２８７，７６０．４８

２２６，３７２．４６

－３，２１４，１２３．８８

－１，２７２，４７５．９０

股票投资收益

其他股权投资

３１、营业外收入
项

目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赔 偿 款

４３６，９８５．４２

１，３７８，１５３．４９

６３９，６１７．２７

１，２３２，２６８．１２

－

４，４１９，７４７．５６

－

７１，１３７．１５

５，２９４．０６

４５８，３０９．８３

３２，６３０．０１

５０８，１２２．５７

１，３８３，４４７．５５

５，５１７，６７４．６６

１，２６４，８９８．１３

２０００．１— 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粮食风险基金

－

３４３，９６０．６５

２８３，８４０．６５

６７１，３６４．４４

防洪保安基金

－

３４３，９６０．６４

２８２，８４０．６５

６７１，３６４．４４

电力基金

－

－

－

２１２，３１８．６０

捐赠支出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罚 赔 款

－

６４，０３０．３５

９４，８６４．２４

３９９，４４０．００

样品收入
其他收入
合

计

３２、营业外支出
项

目

其

他

５５，９２０．５７

５１，２５１．８７

８３，１６５．７３

７１，５７４．２２

合

计

９５，９２０．５７

８６３，２０３．５１

１，１２９，７１１．２７

２，０８６，０６１．７０

３３、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１４７，２０７，０８１．９１元，明细列示如下：
项

目

金

额

经营费用

４８，４９２，６２７．７８

购买 ２０００ 年配额费

４５，７２８，０５３．０４

管理费用

２９，２７７，２３１．３０

购买职工住房与收取房款差额

８，６６６，４２９．２２

其他

１５，０４２，７４０．５７

３４、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０。

３５、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０。

注释六、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１、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表人

南京市国资经营公司

南京

７６０００ 万元

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和经营

母公司

周发亮

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

南京六合

４００ 万元

纺织品、针织品、服装

子公司

徐先民

淮阴朗诗制衣有限公司

淮阴

１６０ 万元

服装制造

子公司

樊晔

南京六朝服装有限公司

南京

１００ 万元

服装

子公司

韩勇

南京美联服装设计制作有

南京

１００ 万元

服装设计、制造

子公司

韩勇

限公司

２、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的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企业名称

年初数

本年增加数

本年减少数

期末数

南京市国资经营公司

７６０００ 万元

－

－

７６０００ 万元

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

４００ 万元

－

－

４００ 万元

淮阴朗诗制衣有限公司

１６０ 万元

１６０ 万元

南京六朝服装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南京美联服装设计制作有
限公司

３、存在控制关系关联方所持权益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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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南京市国资经营公司

６２３６．２８ 万元

８０．３０％

－

－

－

－

６２３６．２８ 万元

８０．３０％

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

３６０ 万元

９０％

－

－

－

－

３６０ 万元

９０％

６２．５％

１００ 万元

６２．５％

９０ 万元

９０％

９０ 万元

９０％

９０ 万元

９０％

９０ 万元

９０％

淮阴朗诗制衣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
元

南京六朝服装有限公司
南京美联服装设计制作有
限公司

４、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企业名称

与本企业的关系

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

同属于南京市国资经营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５、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事项
（１）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８日的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与公司股东南京
市国资经营公司签定资产重组协议，并经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核准，以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１
日为资产重组基准日，将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资产合计
３２３，６０３，４６６．３１元以及相应的负债合计３２３，６０３，４６６．３１元一并按帐面价值转让给公司
股东南京市国资经营公司。已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７日在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办理了产权转让
交割手续。
另根据本公司与南京市国资经营公司签定的《产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
本公司承担重组的资产和负债在基准日至移交日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数，双方进行清算。
（２）办公楼租赁
公司从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租入办公场所，从１９９９年８月１日开始按每年２５０万
元结算租赁费。
６、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截 止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 司 应 付 （ 其 他 应 付 款 ） 南 京 市 国 资 公 司 款 余 额
１８，４６８，５９９．４５；
应收（应收帐款）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往来款余额４，９８０，２３４．６２元，主要为先支
付的，用于收购服装面料的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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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七、或有事项
公司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止无重大未决诉讼、未决索赔、税务纠纷、应收票据贴
现、债务担保等或有事项。

注释八、承诺事项
公司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止无重大承诺事项。
注释九、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非调整重大事项
公司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全部收回代垫新加坡工程公司工程款７，９９３，４８５．４５元。

注释十、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９年度原审计后的会计报表与此次发行申报的会计报表相比，除按
照财政部财会字（１９９９）第３５号《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
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对四项计提进行了追溯调整外，无其他不符之处。

２、

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前三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年份 ２０００年１－９月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７年

项目
流动比率

１．４２

１．３８

１．２４

０．９５

速动比率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０６

０．７７

资产负债率（％）

６７．２８

６９．１６

８１．４３

８２．８９

应收帐款周转率

５．５２

４．９７

４．３４

６．６６

存货周转率

２２．９０

２２．９２

１４．３１

１０．８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６５

１６．９７

１２．７３

１４．９２

每股收益（元）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２４

０．４２

近三年平均

１４．８７

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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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资产评估

本公司设立前，委托南京会计师事务所对拟投入公司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南京
会计师事务所宁会评（94）026 号评估报告，并经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宁国资办
确认字（1994）19 号文确认，截止评估基准日 1994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资产评估情
况为：总资产为 30,467.26 万元，总负债为 28,124.11 万元，净资产为 2,343.15 万元。
该次资产评估结果已经相应调整入帐。资产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帐面净值

评估价值

３０，３３２．４６

３０，４６７．２６

固定资产

４０３．２３

５３８．０１

在建工程

１，１５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

流动资产

２７，６９０．０３

２７，６９０．０３

长期投资

１，０２５．６９

１，０２５．６９

递延资产

６３．５３

６３．５３

负债总额

２８，１２４．１１

２８，１２４．１１

净资产值

２，２０８．３７

２，３４３．１５

资产总额

评估增值

增值率

１３４．７８

３３．４３

１３４．７８

６．１

其中：

２、评估增（减）值的说明：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134.78 万元，增值率为 33.43%。其中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101.46
万元，增值率为 53.63%，主要增值原因为本公司主要房屋建筑物大部分建筑成本较低，
按评估时标准，人工费、材料费、建筑规费及税费均有较大增长，致使评估价值增长
幅度较大。机器设备评估增值 33.32 万元，增值率为 15.57%，主要增值原因为以评估
基准日的市价为基础，加上购置时的运输、安装和调试费用后，确定重置完全价值。
3、资产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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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资产的评估方法，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成新率按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
和尚可使用年限为计算基础，同时根据标的物的建造结构、技术性能、运行状态以及
维护保养实际情况综合确定该资产的成新率，并计算评估净值。
（2）长期投资的评估方法，采用按面值截止基准日预期利息收益计算其价值，评
估增值数转入投资收益。
（3）在建工程的评估方法，主要采用历史成本法，按调整核实后的帐面数计入本
次评估价值。
（4）递延资产的评估方法，主要采用历史成本法，以审计后的帐面值计入本次评
估价值。
（5）流动资产的评估方法，主要采用历史成本法，根据企业提供的报表、总帐、
明细帐及资产评估明细表进行帐帐、帐表、帐物的核对、勘察，确定评估价值。
（6）负债的评估方法，主要以经核实后的帐面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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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盈利预测

鉴于盈利预测所依据的种种假设的不确定性，本招股说明书提醒投资者在进行投
资判断时不应过于依赖该项资料。
以下资料，摘自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的宁永会二审字
（２０００）０３６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编制的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１２月、２００１年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基
本假设、选用的会计政策及其编制基础进行了审核。贵公司对盈利预测的基本假设、
选用的会计政策及其编制基础须承担全部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它们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的审核是根据《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４号－－－－－盈利预测审核》进行的，并实施了必
要的审核程序。
我们认为，上述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已充分披露，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假设
是不合理的；盈利预测是按确定的编制基础编制，所选用的会计政策与贵公司实际采
用的相关会计政策一致。
附件（一）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１２月及２００１年盈利预测
表；
附件（二）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１２月及２００１年盈利预测
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
附件（三）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１２月及２００１年盈利预测
编制说明。
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邹宏伟
诸旭敏

中国·南京

二 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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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88-

附件二：盈利预测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
一、编制基础
（一）本公司２０００年度盈利预测是根据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已审计的经营业
绩以及在充分考虑现实各项基础所有的能力和本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计划后而编制
的，并建立在本公司假设的各项合理的基本假设之上。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
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
不应过分依赖该项资料。
（二）预测编制时所依据的会计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相一致，并且与本公司通常采用的会计政策相一致。
二、基本假设
（一）本公司所遵循的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本公司所处的地区性社会环
境仍如现时状况而无重大变化。
（二） 本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所涉及国家或地区现行的政治、经济、法律、法规、
政策及其社会环境仍如现时状况而无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在盈利预测期内，有关信贷利率、税率、汇率、外贸政策及市场行
情仍如现时状况而无重大变化。
（四）公司经营运作中燃料、物料、电力无大幅度涨价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五）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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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盈 利 预 测 编 制 说 明
一、设立公司的概况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该公司是于
１９８８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的专业性外贸公司，１９９４年５月经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
会宁体改字（１９９４）２７７号文批准，该公司在整体改制的基础上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股份
有 限 公 司 。 经 过 二 次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 ， 公 司 现 注 册 资 本 ７，７６６．２８ 万 元 ， 注 册
号：３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９５。
公司经营范围：纺织品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三来一补；承包中外合资；经
营合作生产业务；经营国家放开经营的其他商品进出口业务。
二、公司的主要会计政策
１、会计制度
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１９９８年前执行《股份制试点
企业会计制度》，并参照执行《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在本次编制会计报表时，按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２、会计年度
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
３、记帐原则和计价基础
公司以权责发生制为记帐原则，以历史成本价为计价基础。
４、记帐本位币和外币核算方法
公司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币。
外币帐户按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月初汇率折合人民币记帐，并于期末
按银行中间价（或比价）进行调整，调整的差额按照不同对象分别列入相应的科目。
５、现金等价物的确定
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
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６、坏帐核算方法
坏帐确认标准：凡因债务人破产，依照法律清偿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因
债务人死亡，既无遗产可供清偿，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按公
司管理权限，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列作坏帐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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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帐准备的核算：采用备抵法核算，公司于中期期末或年度终了按期末应收款项
的不同帐龄分别计提坏帐准备。各帐龄段的提取比例如下（１９９９年以前）：
帐
龄
坏帐准备提取比例
１ 年以内
－
１～２ 年
２．５０％
２～３ 年
５．００％
３～４ 年
１０．００％
４～５ 年
１５．００％
５ 年以上
２０．００％
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不能收回，或收回可能性不大（如债务单位破产、
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短时间内无法偿付
债务的、以及其他足以证明应收款项可能发生损失的证据）全额计提坏帐准备。但其
中对虽满足上述条件而计划对应收款项进行债务重组，或以其他方式进行重组的；与
关联方发生的应收款项，特别是母子公司交易或事项产生的应收款项，不全额提取坏
帐准备。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２日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进一步提高坏帐准备计提比例，从２０００
年１月１日起，各帐龄段计提比例如下：
帐
龄
坏帐准备提取比例
１ 年以内
３．００％
１～２ 年
１０．００％
２～３ 年
２０．００％
３～４ 年
５０．００％
４～５ 年
８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坏帐损失的核算：公司对于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应查明原因，追究责任。对于
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核批准后，作为坏帐损失，冲销提
取的坏帐准备。
７、存货核算方法
本公司的存货主要包括：材料物资、代购代销商品、库存出口商品、库存进口商
品、待运和发出商品。存货的购进采用实际成本法；存货发出以进仓单号为依据按个
别认定法；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
本公司于中期期末和年度终了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低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８、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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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长期股权投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按投资时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
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或放弃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或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
价值计价。投资占被投资企业有表决权资本总额２０％以下及虽占２０％或２０％以上但不具
有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根据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的股权投资后实现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确认投资收益。投资占被投资企业有表决权资本总额２０％以上且具有重大影
响的按权益法核算；在取得股权投资后，按应享有或分担的被投资企业自股权投资后
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扣除法规或企业章程规定不属于投资企业的净
利润的部分后的金额）计算调整投资的帐面价值，并确认为应享有或应分担的当期投
资损益。被投资企业除净损益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投资
的具体价值。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时的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取得时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计作股权投资差额，按约定的投资期限或１０
年期平均摊销，计入损益。
（２）长期债权投资：公司长期债权投资，按投资时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
手续费等相关费用，但不包含已到期尚未领取的利息）计价；在债券持有期，按期计
提的利息收入经采用直线法调整溢价和折价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处置或
到期收回债权投资，按实际取得的价款与帐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
（３）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公司对长期投资中如果存在因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
位经营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帐面价值的，则在中期期末或年度
终了时，按其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９、固定资产及其折旧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
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或虽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
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的。评估入帐的固定资产按重置成本计
价，其他均按实际成本计价。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根据固定资产原值、扣除残值按预计使用年限，采用直线法
分类计提。
固定资产的分类、经济使用年限、年折旧率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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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折旧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 年

5%

4.75%

通用设备

5年

3%

19.40%

运输设备

5年

3%

19.40%

１０、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采用实际成本核算。在固定资产尚未交付前发生的工程借款利息和有关
费用计入在建工程。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先估价入固定资产，待完工验收并
办理好竣工决算时正式转为固定资产。
１１、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无形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在其收益期限内平均摊销，不能确定收益期的
按１０年摊销。
１２、开办费
开办费按实际成本计价，按五年的期限平均摊销。
１３、长期待摊费用及其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按实际成本计价，在其收益期限内平均摊销。
１４、收入确认的标准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重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并不再对商品实施继续管
理权和实际控制权，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证据，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
利益能够流入公司，相应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即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１５、借款费用的核算
借款利息所发生的利息支出等费用，属于筹建期间的记入开办费，属于与购建固
定资产有关的，在固定资产尚未交付使用之前发生的，记入相关固定资产的购建成本，
属于经营期间的，记入财务费用。
１６、所得税的处理方法
企业所得税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
１７、合并报表的编制方法及范围：
（１）合并会计报表编制方法：
根据财政部财会字（１９９５）１１号文《关于印发〈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通知》
和财政部财会（二）字（１９９６）２号文《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请示的复函》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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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规定，以本公司和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会计报表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为依据，
合并编制而成。合并时：
ａ、子公司提供给母公司、子公司提供给子公司以及母公司提供给子公司的产品
和服务等，在合并时将母子公司、子子公司之间的营业收入分别与营业成本、费用、
存货相抵销。
ｂ、长期投资和投资收益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相抵销。
ｃ、内部往来相互抵销。
ｄ、母子公司采用不同会计政策而产生的差异，根据重要性原则决定是否调整。
（２）合并范围
本公司对其他单位投资占该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５０％以上，或虽占该单位资本
总额不足５０％但具有实质控制权的，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１８、利润分配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净利润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１）弥补亏损；
（２）提取１０％的法定盈余公积，当法定盈余公积金达到注册资本的５０％时可不再提
取；
（３）提取５％～１０％的公益金；
（２）经股东大会同意提取任意公积金；
（５）支付普通股股利。
具体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提出分配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１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根据财政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财会字
［１９９９］３５号），公司董事会决议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计提坏帐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且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另采用追溯调整法按９９
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调整了公司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７年的会计报表。同时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２
日股东会决议，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进一步提高坏帐计提比例，如上“６、坏帐核算方法”
所述，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三、主要预测项目说明
１、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年预测比１９９９年增加５．５２亿元，主要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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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今年实际进出口１— ９月份比去同期增加５２．１７％，增加６．１２亿元，主要由于：
① 出口退税率上浮，促进出口销售增长；
② 已取得大量的２０００年出口配额，以保证出口销售的顺利实施．
２、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１年预测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２．３９亿元，增长率为１０．０４％， 主要基于：
① ９７年— ２０００年９月主营业务收入平均每年增长２０％以上．
② 考虑到稳健性，按每一类商品近三年的最低增长速度预测．
３、主营业务成本２０００年预测比１９９９年增加５．１４亿元，主要由于：
① 收入增长；
② 出口产品收购价格上涨；
③ 竞争激烈，成本上升。
４、主营业务成本２００１年预测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２．１８亿元，主要由于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
５、营业费用２０００年预测比１９９９年增加１，４５２．５４万元，主要由于：
① 出口增长，相应增加检验费１３．３７万元、运输及装卸费１９４．３８万元；
② 配额费由于招标范围的扩大及价格上升，增长１，５０３．８万元。
③ 因客户稳定，相应的样品费下降５８．７７万元。
６、营业费用２００１年预测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６９３．０９万元，主要由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７、管理费用２０００年预测比１９９９年增加１６７５．３８万元，主要由于业务规模的增长增
加保险费４２８．１４万元以及坏帐准备计提增加７９８．１６万元。
８、管理费用２００１年预测比２０００年减少６６３．７４万元，主要由于坏帐准备计提减少
１１２８．９７万元，另外因业务规模的增长，工资预计增长１５５．６１万，折旧增加４８．４９万，差旅
费４５．１６万等．
９、财务费用２０００年预测比１９９９年减少１０４９．３０万元，主要由于银行借款减少。
１０、财务费用２００１年预测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８０．７５万元，主要由于业务规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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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在本次募股发行上市后，在巩固和发展自身主营业务的同时，积极进行产品
经营和资本运营，其总体发展规划如下：
１、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公司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实施出口商品多元化
和“贸工科一体化”发展的大经贸发展战略，紧紧抓住中国加入ＷＴＯ和南京列入全国高
新技术出口试点城市的机遇，建立出口产品生产基地，以出口带动生产、以生产促进
出口，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所
占的比重。其次，公司将继续拓宽海外已有的多领域发展平台，以建立出口商品生产
基地和发展海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输出、境外带料加工等对外服务贸易为突破口，
发展国际化经营。同时，公司将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加大资本经营力度，发挥
资本聚集、扩张功能。
２、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
本公司将力争在三年内逐步使公司发展成为集贸、工、科于一体的大型外贸综合
商社，年销售收入突破３０亿元，年净利润突破１．５亿元。具体规划如下：
⑴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产品中
的比重。争取在３年内使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纺织产品中的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达到
公司出口总额的４０％以上，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⑵实施出口商品多元化和“贸工科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和发展出口产品生产
基地。公司将在发挥自身的海外营销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兼并、租赁、收购、参控股
等资本运作方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投资生产能替代进口、增加出口且在国际
市场畅销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绿色环保产品，形成以出口带动生产、以生产促进出口的
贸、工良性结合优势；
⑶积极探索跨国经营新领域，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大力发展境外带料加工贸易，
把发展境外加工贸易、海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作为增强公司出口创汇能力的新途径；
⑷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科技信息与产品设计开发中心，培养自主
开发能力，增强对国际市场即时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通过转化海
外代理机构的职能，建立全球营销信息网络，以提高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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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与此同时，选择发展前景好的产品，建立自有产品品牌，并逐步走国际化品牌
经营之路。
４、市场发展计划
在市场区域发展上，公司将在稳步扩大美、日、西欧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继续大
力拓展东南亚、南美洲、中东、东欧等新兴市场；在不同类别商品市场发展上，公司
将根据出口商品多元化发展战略，抓住我国纺织品出口又一个高峰期到来的机会，继
续扩大纺织品出口，同时，加大海外市场营销网络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大型贸
易企业和连锁店的合作，扩大与其贸易领域，特别是扩大化工、机电产品的贸易。随
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公司将在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的同时，逐步开发国内市场。
５、人员培训与扩充计划
人才是公司实现发展战略的第一要素，公司将秉承“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始
终把人才管理与人才开发作为公司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充分发挥现有的人力
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公司将结合“贸工科”发展战略的实施，大力引进纺织、电子、
化工等技术人才及高级企业管理人才，改善人才结构；计划每年对职工进行不同层次、
不同岗位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培养具有现代企业意识和管理经验
的人才；进一步优化人员配置，并逐步完善人才的竞争和激励机制，以适应公司发展
的需要。
６、资金筹措和运用计划
本公司将紧紧围绕发展战略的需要，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功能，多渠道筹措
资金，加强财务管理，合理运用资金，使各项资金发挥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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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重大合同及重大诉讼事项

一、重大合同：
本公司正在履行及将要履行且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资产、负债和权
益产生显著影响的重大合同，主要有：
１、还款合同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公司与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签订还款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
应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前归还该行借款本金１２，４５６，９７８．０４美元，具体还款期为：２０００年７
月１８日、８月１８日和１０月１８日各还３００万美元，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归还余款３，４５６，９７８．０４
美元。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到期部分已偿还。
２、借款合同
截止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分别与华夏银行南京分行、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交通
银行南京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中信实业银行南京分行和南京市商业银行
签订了短期借款合同，共计１３份，借款金额总计２０，９９０万元。借款期限全部在一年以
内。
３、合作合同
⑴１９９９年９月，公司与苏州绸缎炼染一厂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公司拟投资３０００
万元与该厂共同成立“苏州宁绸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７５％。
⑵１９９９年６月，公司与南京丝绸印染厂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公司拟投资１２０００万
元与该厂共同成立“南京南泰印染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８５．７％。
⑶１９９９年７月，公司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泰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
双方拟按比例增加对南京金瑞织造有限公司的投资，其中，公司增投５８５０万元，增资后，
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９０％。
⑷１９９９年６月，公司与南京高新经纬电气有限公司、江苏省国际招标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书。约定，公司拟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与该上述单位共同成立“南京南泰经纬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８０％。
⑸１９９９年８月，公司与香港永银国际有限公司、深圳海飞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约定，公司在受让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的股权后，拟投资１００００万元对该公司实
施增资，增资后，公司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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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股权转让协议
１９９９年８月，公司与香港永银国际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拟出资
２０４０万元收购该公司持有的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８５％股权中的６０％，收购后，公司持有
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５１％的股权。
5、关联交易合同

1999 年 8 月 20 日，公司与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签订了《办公楼租赁协议》，合
同规定：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将座落在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 77 号的南泰大厦 8-17
层出租给公司使用，面积为 6,500 平方米；公司每月支付租金为每平方米 32.05 元，年
租金为 250 万元；租赁期限为 10 年，自 1999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7 月 31 日止。

二、重大诉讼事项：
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无针对公司或公司的财务、经营、资产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从而导致公司股票不能公开发行及上市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亦不存
在任何针对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起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威
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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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认为除本招股说明书已披露的有关事项外无其它事项需
要另加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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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审计报告、财务报表及附注
２、盈利预测报告和注册会计师审核报告
３、验资报告
４、法律意见书
５、资产评估报告
６、公司章程
７、公司营业执照
８、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９、会计师对公司前三年原审计报告与申报材料差异的鉴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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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１、公司成立的注册登记文件
２、主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批准发行上市的文件
３、本公司与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股票承销协议书》
４、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宁体改字［１９９４］２７７号《关于同意改组成立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５、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宁国资办确认字（１９９４）１９号《关于南京市
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资产评估确认的批复》
６、重要合同

上述备查文件的查阅时间：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９日的工作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４：
００
上述备查文件的查阅地点：
１、发 行 人：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７７号

联系电话：（０２５）３３０６７８９
２、主承销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３７０号宝钢大厦６层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４０３７００
３、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７２７号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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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及承销团成员的签署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批准本次股票发行的招股说明书，确信其中没有重大遗
漏或误导，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和连带责任。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

单晓钟

胡海鸽

杨京城

周发亮

赵万龙

张二震

王

王

韩

陈

勇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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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山

张世雄

作为本次发行主承销商的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认真核查，保证经主承销商各承销团成员查核的文件
内容没有虚假、严重误导等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且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００一年一月八日

法定代表人：王世宏

项目负责人：李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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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律师已仔细阅读了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保证
招股说明书中应由本律师确认的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依法对此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江苏同仁律师事务所
二 000 年一月十八日

经办律师：朱增进
许成宝
单位负责人：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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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已仔细阅读了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保证招
股说明书中引用的会计报表已经本所审计，盈利预测已经本所审阅，对由本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 000 年一月八日

经办会计师：诸旭敏
邹宏伟
单位负责人：伍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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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已仔细阅读了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保证招
股说明书中引用的资产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对此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 000 年一月八日

经办评估师：杜文俊
王

宇

单位负责人：杜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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