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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50                                                  公司简称：南纺股份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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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霞 

电话 025-83331634 025-83331603 

传真 025-83331639 025-83331639 

电子信箱 zjy@nantex.com.cn zgx@nantex.com.cn 

 

1.6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3,964.12万元，

2015年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38,194.62万元。  鉴于母公司 2015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数，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业务和国内大宗贸易业务。进出口贸易业务通过公司

本部和全资子公司南京南纺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展，国内大宗贸易业务主要在公司本部进行，其中

出口业务以服装、针织、面料、机电设备等产品为主，主要出口至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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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以出口信用险为主要风险防范工具；进口业务以 EVA、PC、羊毛等产品为主，以收

取客户保证金和控制货权作为风险防范手段；国内大宗贸易以化工产品、黄金饰品等产品为主，

严格筛选资金实力强、信誉好的企业作为交易对手以控制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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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身无零售业务，无零售门店。     

（二）报告期内行业情况说明  1、进出口贸易行业  2015 年，欧美日经济复苏乏力，新兴

经济体动荡不安，国内实体经济下行幅度较大，致全年进出口双降。海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4.59 万亿元，同比下降 7%。从出口来看，由于欧美日经济复苏乏力，新兴

经济体动荡不安，2015年出口 14.14万亿元，同比下降 1.8%。从进口来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

大幅下跌和大宗商品进口量增速的放缓是 2015 年我国进口值出现下降的重要原因。2015 年进口

10.45万亿元，下降 13.2%。其中，2015年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下跌 11.6%。铁矿砂、原油、成品油、

大豆、煤炭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跌幅较深。再者，国内经济下行，大宗商品进口量的增速有所放

缓。2015 年我国原油进口量增长 8.8%，铁矿砂进口量增长 2.2%，而煤、铜、钢材进口量则分别

下降 29.9%、0.3%和 11.4%，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2、国内大宗贸易行业  2015年，全

球经济低位徘回、国内实体经济下行，大宗商品下游市场雪球疲软，上游煤炭、钢材等行业产能

过剩，大宗商品价格在震荡中进入新一轮下跌通道。2015年 12月，彭博大宗商品指数下跌 2.7%

至 79.5064点，创下 7月以来最大跌幅，也是自 1999 年 6月以来首次跌破 80点。彭博大宗商品

指数 2015年全年下跌 24.7%，强势美元和中国需求放缓，是大宗商品持续重挫的原因。     

报告期内，受行业形势低迷影响，为防范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公司根据不同客户不同

产品的风险属性，控制或淘汰了部分进口业务和国内大宗贸易业务，业务规模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但业务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全年业务运行平稳，未出现重大风险。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790,755,660.44 2,017,842,397.45 -11.25 2,766,898,240.07 

营业收入 1,356,605,759.60 2,791,661,618.56 -51.41 5,165,541,17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592,002.58 15,913,014.82 -373.94 118,675,79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81,565.23 -38,178,116.88 不适用  -109,639,83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7,619,589.97 378,714,504.80 -13.49 395,623,39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080,363.07 249,090,617.89 -187.55 -74,615,254.97 

期末总股本 258,692,460.00 258,692,460.00 0 258,692,46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6 -383.33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1 4.13 减少16.34个百分点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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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86,853,025.27 254,910,586.59 256,177,902.73 558,664,24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936,852.75 -32,925,327.55 49,914,417.13 4,355,76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6,632,748.86 -34,318,718.90 12,079,013.29 2,790,88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355,992.51 -97,677,763.67 -296,424,123.67 118,665,531.76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3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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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90,516,562 34.9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 
0 18,609,302 7.19 0 无 0 国有法人 

南京斯亚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4,683,951 1.8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700,300 4,192,030 1.62 0 无 0 国有法人 

潘文雄 未知 3,990,000 1.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志剑 0 3,958,849 1.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279,000 0.88 0 无 0 国有法人 

贵州汇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 1,944,059 0.75 0 无 0 未知 

胡昇平 217,700 1,785,693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春燕 -154,600 1,591,378 0.62 0 未知 700,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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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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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鉴于近年来严峻复杂的行业形势，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团队在 2015 年初制定了“资产重

组、综合改革、稳定发展”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以重大资产重组为战略核心，利用上市公司资源

优势，积极谋求转型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主营业务综合改革，强化主营业务风险控制，提升

主营业务质量，同时做好公司其他各项运营管理工作。 

1、全年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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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国外贸和大宗内贸行业形势依旧严峻，外需低迷，内需放缓，价格下跌，要素

成本高企，风险加剧。受国内外经营环境持续低迷，以及公司强化业务风险控制、实施主动防御

性收缩等经营策略调整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规模及利润出现了较大程度下降。2015 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7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51.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9.52万元。 

2、主营业务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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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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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规避了重大业务风险。报告期内，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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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南京南纺英致连商贸有限公司、南京南

纺诺斯菲尔德商贸有限公司，全力推进主营业务综合改革，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责权利对

等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为公司主营业务开拓，风险防范，实现投资回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受不利经营环境及经营策略调整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缩减，实现进出口贸易人

民币 5.69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8.50%，实现国内贸易人民币 6.22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1.39%。 

3、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2014 年 12 月 3 日起，公司接控股股东商旅集团通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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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配套资金。经过反复论证、沟

通，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接商旅集团通知，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对象及资产

范围较广、程序较为复杂，综合考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及面临的风险因素，继续推进将面临

不确定因素。为切实维护南纺股份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重组期间及重组终止后，公司均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相关规定，做好相关审议、信

息披露及投资者说明工作。 

4、资产处置、投资项目管理工作 

2015 年，公司从优化资产结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并积极推进部分子公司

和低效参股企业的股权转让和清算注销。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股权转让退出、清收资产交易欠

款、收缴股利（参股子企业的分红）等多种方式，累计回收资金 1.69亿元，获得投资收益 8,924

万元，其中瑞尔医药股权转让取得投资收益 4,015 万元、联营公司朗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阴

南泰家纺用品有限公司盈利贡献投资收益 4,6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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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子公司瑞尔医药 95%股权（含下属 3 个成员企业）整体转让工作。

公司董事会、经营层以及瑞尔医药管理团队对股权转让事项高度重视，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推

进，历经三次挂牌，最终确定江苏信臣有限公司为受让方。报告期内，公司已收到本次股权转让

全部交易价款约 1.1 亿元，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不再持有瑞尔医药股权，瑞

尔医药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5、风险防范、在手诉讼和遗留问题处理情况 

2015 年，公司以“加强防范、严控风险”为指导思想，强化风险防范、跟进和把控，积极

处理和应对各项在手诉讼、风险事项和遗留问题，并取得一定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从制度修订和实际管控上进一步提升风险控制能力和水平。一方面公司审计

督查部及业务部及时排查逾期应收帐款，加大事前、事中跟踪力度，积极追索内外贸客户及个人

代偿工厂款，最大程度地规避、降低相关风险；另一方面对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实施办法进行了

调整，从人员组成、职责权限、风险评估及审计、风险管理委员会决策程序及规则、风险管理的

监督和考核五个方面均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完善了公司风

险管理机制和风险评审、监管体系。 

6、规范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情况 

2015 年，结合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公司继续立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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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围绕企业经营管理、综合改革等展开各项党工团工作，构建和谐、

稳定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遵守民主管理制度，以董事会、办公会等重要决策和经营管理方式，对

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进行决策和处理，以达到互相协调、科学决策、高效运行的管理目标。同时，

结合具体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继续通过推进 ERP优化、OA协同办公、内控体系完善等措施，将

风险管控和规范运作做到实处，提升经营管理效能水平，建立公司治理长效机制。第三方面，公

司通过完成领导班子“三严三实”专题学习、党风廉政教育、入党培训班、党员统一活动日、绩

效考核、先进表彰、节日慰问等各类党工团活动，进一步完善与公司发展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基

层党组织格局，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和党风廉政工作，注重精神文明和企业文化建设，努力增强

企业凝聚力，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企业氛围。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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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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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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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瑞尔医药

有限公司 
114,614,100.00 95.00 出售 2015年 9月 17日 

收取款项并办

理工商变更 
40,152,334.90 0 0   

      

滨海南泰羊毛

工业有限公司 
8,532,500.00 100.00 出售 2015年 12月 8日 

收取款项并办

理工商变更 
500,041.82 0 0   

      

7.3.2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年公司注销南京乾华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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