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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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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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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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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5,153.67 万元，

2020 年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5,953.55 万元。
鉴于母公司2020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2020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南纺股份

董事会秘书
张金源
南京市秦淮区小心桥东街18号
025-83331634
zjy@nantex.com.cn

股票代码
600250

证券事务代表
张国霞
南京市秦淮区小心桥东街18号
025-83331603
zgx@nantex.com.cn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涉及商业贸易和旅游两大板块。贸易业务为公司传统业务，旅游业

务为公司转型发展方向。在行业遭受疫情重创的情况下，公司坚定不移推进“旅游+贸易”双轮驱
动发展战略，危中寻机，贸易业务调整结构稳定规模，旅游业务积极投资布局，努力培育打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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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增长点和核心竞争力。
1) 商业贸易板块
① 贸易业务
公司贸易业务包括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主要通过子公司南京南纺开展，盈利模式为获取
贸易差价。
进出口贸易为公司的传统核心业务。出口业务以纺织品服装、机电产品为主，欧盟、南亚、
澳新和美加是最主要的贸易国家和地区，以出口信用险为主要风险防范工具；进口业务主营一般
化工品，以收取客户保证金和控制货权作为风险防范手段。国内贸易是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补充，
主要从事化工品、钢材、服装购销业务。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公司以服装为主力的出口业务同比下滑，对此
公司大力寻求业务转型，加大新市场、新客户、新品种开发，积极尝试“互联网+”电商业务寻求
突破，同时在国家内需政策刺激、内循环为主新格局驱动下，快速调整业务结构，大力拓展进口
和内贸业务，同比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
② 零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了南商运营 51%股权，南商运营目前主要从事单店百货零售
业务，拥有南京商厦 20 年经营权，南京商厦是南京市城北地区主要商业综合体，是集购物、住宿、
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化、多功能、综合性大型百货商场，位列南京前 20 强。公司拟以南商运
营为基础建立旅游商业零售的运营平台，未来将充分利用南商运营的商业零售运营经验及团队，
不断丰富景区零售网点，逐步构建覆盖南京市主要景区的旅游商业零售的业务板块，实现商贸与
旅游融合发展。
2) 旅游板块
旅游业务主要在子公司秦淮风光开展。秦淮风光依托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的优质旅游
资源，向游客提供内秦淮河水域的水上游船观光游览服务，以船票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秦淮
风光拥有内秦淮河十华里水上游览线 20 年特许经营权，报告期内，在原先仅开通东五华里一线基
础上，秦淮风光与良业科技集团签署协议合作开发西五华里一线，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技游船夜游
项目。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将于 2021 年暑期开通。
此外，根据向文化旅游行业转型的中长期战略发展方向，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涉旅项目投
资布局，一是收购南商运营 51%股权，拟建设旅游商业零售运营平台，二是实施品牌管理输出，
协同秦淮风光与马鞍山文旅集团共同投资开发马鞍山雨山湖水面游船游览项目，三是利用集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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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优质旅游资源，与高科技文旅企业合作，投资建设红山森林动物园 360 球幕影院，后两个项目
均已于 2021 年 1 月投入运营。
（2）行业情况说明
1) 商贸行业
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得益于我国政府对疫
情的有效控制，率先复工复产，以及一系列稳外贸的措施，我国外贸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
进出口好于预期，贸易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提升。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4.65 万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其中出口 2.5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6%，进口 2.06 万亿美元，同比
下降 1.1%。2020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2,91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其中纺织品出口 1,53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2%，主要受疫情影响，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出口额大幅增长，服装出
口 1,373.8 亿美元，同比下降 6.4%,主要因为我国服装产业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加之中美贸易摩
擦不断升级，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也使得国际市场终端消费需求不振导致服装行业明显承
压。
2020 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首次
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10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9.6 亿元，同比下降 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2
亿元，同比下降 3.9%，主要系因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消费市场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前 2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0.5%，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降幅。随着我国疫情迅速有
效得到控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等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消费市场稳步复苏、持续回升。2020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4.3%，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2) 旅游行业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旅游消费
的观念也进一步提升。在此背景下，我国旅游行业发展迅速，已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成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旅游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和挑战。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度国内旅游人数 28.79 亿人次，同比下降
52.1%，国内旅游收入 2.23 万亿元，同比下降 61.1%。但随着下半年国内疫情防控的统筹推进和
旅游行业复工复产，全面提振消费市场和投资信心，旅游行业开始逐步筑底回升，国内旅游业复
苏态势发展良好。长期来看，驱动旅游业长期发展的核心动力未变，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
增长、假期及政策红利继续释放，居民旅游意愿保持高位以及交通等配套基建持续完善，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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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长期发展前景较好。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20年
总资产
营业收入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350,109,852.68
958,947,206.65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
2019年
上年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增减(%)
2,587,806,932.41 2,426,465,035.27
-9.19 1,767,538,070.45
968,068,791.08
905,235,424.16
-0.94 1,012,303,557.78

849,440,867.37

/

/

/

/

21,828,878.02

113,477,263.80

108,602,798.13

-80.76

185,445,926.80

-17,989,035.36

78,517,836.22

78,517,836.22

-122.91

170,079,415.98

940,008,097.51

1,093,173,820.46

1,062,799,354.79

-14.01

647,458,075.49

164,557,424.56

54,640,138.89

-45,694,799.67

201.17

-72,348,250.76

0.07

0.44

0.37

-84.09

0.72

2.05

16.30

15.91

减少
14.25个
百分点

33.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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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13,218,169.47

218,089,376.78

221,224,639.08

406,415,02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23,725.20

67,628,190.05

-11,242,401.75

-22,333,18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766,631.80

66,609,717.08

-40,780,476.99

-31,051,643.65

50,024,724.90

-53,957,335.91

63,010,494.25

105,479,54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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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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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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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状态

数
量

股东
性质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104,601,069

33.68

14,084,507

无

0

国有法人

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0

37,816,912

12.18

26,47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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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0

4,192,030

1.35

0

无

0

国有法人

胡志炜

815,600

3,947,245

1.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雷立军

525,326

3,825,777

1.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志剑

864,879

3,780,867

1.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效洪

798,100

2,257,10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华强

2,010,800

2,010,800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天行

-366,300

1,816,8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旅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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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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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人民币汇率震荡攀升，国内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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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形势愈加复杂多变，公司经营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异常严峻。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加快复工复产，坚定不移推进“旅游+贸易”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控风险，调结构，
稳规模、促转型，各项工作有序平稳开展，取得较好成效。
（1）全年经营业绩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59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0.94%，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公司出口业务、水上游览服务、新并入百货零售业务规模同比均有所下降，其他业
务稳中有升；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2.89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0.76%，主要
受疫情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公司联营企业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公司投资收益同比下降，剔除
联营企业投资收益的影响，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基本持平。
（2）报告期内主要工作情况
1）复工复产，开拓创新，稳定主营业务
贸易业务方面，面对疫情与经贸摩擦双重考验，贸易子公司南京南纺管理及业务团队秉持“业
务引领、服务保障、管理前移”的理念，在严控风险基础上调整结构，开拓创新，稳住了贸易基
本盘。1）战略性增补出口业务。受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公司对美服装出口下滑，在维持存
量业务的同时，积极开拓非美国家地区出口业务，取得一定成果。2）多渠道发展进口业务。进一
步打通上下游信息交流渠道，成功开发新客户新品种，同时利用多种金融工具加强汇率管理和风
险管理，全年进口规模逆势增长。3）创新拓展内贸业务。结合国内拉动内需的契机，开拓服装内
贸业务；对进口重点业务品种化工品新辟国内业务渠道，分散国际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开拓基
础物资钢材内贸业务，从中间贸易商角色转变为终端服务商，与大型央企国企合作，成为其战略
供应商。全年国内贸易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探索贸易业务线上转型。通过云上广交会、网上直
播销售，借助阿里巴巴等优质跨境电商平台，推动传统贸易向数字化国际贸易升级。
旅游业务方面，受疫情冲击及防疫防控需要，子公司秦淮风光游船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在遵
照政府部门要求做好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复产的基础上，秦淮风光积极参与市区政府各项拉动旅
游消费的活动，包括优惠抢购票、文体旅惠民消费卡、“宁”的周末﹒惠游新南京等系列活动，
吸引南京市民及南京周边游客短途游，并与线下旅行社合作多渠道增加公司船票销售，提升营业
规模。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旅游行业开始复苏，秦淮风光游船业务逐步恢复，2020 年 10
月单月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95%以上，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2）内引外延，整合资源，加速文旅转型
根据向文化旅游产业转型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以及旅游集团关于促进上市公司转型的承诺，
8 / 11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00250

2020 年公司持续推动旅游集团向公司注入优质旅游资产资源，内部资源整合的同时，积极开展外
部优质旅游项目投资并购，持续探索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和多元化发展路径。一是向大股东及其
关联方收购南商运营 51%股权，未来拟以南商运营为基础建立旅游商业零售运营平台，利用南商
运营的商业零售运营经验及团队，不断丰富景区零售网点，逐步构建覆盖南京市主要景区的旅游
商业零售的业务板块；二是推动子公司秦淮风光引入战略合作者合作开发内秦淮河西五华里水上
游船观光游项目，弥补其现有东五华里一线旅游产品单一、盈利来源单一的问题，实现秦淮河游
船产品的提档升级，打造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新的增长极；三是实施品牌管理输出，在长江经济带
国家战略引领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带动下，联合秦淮风光与马鞍山文旅集团共同投资开发
马鞍山雨山湖水面游船游览项目，利用秦淮风光业内先进的游船运营管理经验，推动水上旅游布
局延伸，做好“水上文章”
；四是利用集团内部优质旅游资源，与高科技文旅企业合作，投资建设
红山森林动物园 360 球幕影院，后两个项目均已于 2021 年 1 月投入运营。
3）盘活资产，优化布局，加强投后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在加大文旅项目投资布局的同时，持续推进低效劣势企业退出及资产处置工
作，根据不同企业情况分类制定处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自主清算、强制清算、破产清算、股权
转让等方式，进一步盘活资产，回笼资金，促进资源向优质产业和优质业务集中。截至目前，虹
云制衣、上海朗诗的破产清算工作已完成，大丰佳事达 75%股权、上海杰夫朗诗 10%股权以及部分
停产企业闲置机器设备挂牌转让已成交，南京朗诗服装设计公司清算工作正在进行中。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子公司管理，对所有停产停业子企业实施财务、公章“双集中”
管理；对在业控参股公司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加强并购子公司整合管控，及时完成秦淮风光、
南商运营董监事调整委派工作，切实加强投后管理，保障公司作为股东方的合法权益；全年累计
收到投资企业现金分红 1.05 亿元，获得投资收益 5,608 万元。
4）集团管控，组织协同，提升运营效率
为更好地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提升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及管控能力，公司于 2019 年末完成
总部机构改革，部门设置进行了优化调整，中层干部岗位全部重新竞聘上岗，初步构建了集团化
管控模式和市场化用人机制，明确了公司主体作为重大事项决策、资源配置与运营监控中心，子
公司作为生产经营和利润中心的定位。报告期内，结合公司内控体系完善及 ERP、协同办公系统
优化，进一步梳理修订各项制度、流程，强化组织协同，建立健全与发展战略、集团管控模式适
配的组织运行机制，提升公司协同运营效率和整体竞争力。
5）加强党建，完善治理，助推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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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党建引领，围绕公司经营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一是完成党建入章修订工作，细化制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事项规程和
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清单，推行党委和决策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进一步明确公司
治理各主体的权责边界；二是将“党管干部”原则和公司治理规则、内控体系建设有效衔接，把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党建与经营同频共振，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效率，助推企
业高质量发展。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
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
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主要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其他流动资产

15,404,352.80

15,802,198.69

397,845.89

预收款项

62,868,551.36

27,678,062.72

-35,190,488.64

31,509,449.84

31,509,449.84

8,399,073.61

4,297,529.31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预计负债

4,101,544.30
218,644.62

-218,644.6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预收款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18,934,387.61

18,891,6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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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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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并表范围子公司 3 户：以现金方式收购南京南商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
新设投资南京金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0%；与子公司共同新设投资马鞍山市江东水上
旅游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 51%。
本期退出并表范围子公司 3 户：南京虹云制衣有限公司本期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已工商注销；
上海朗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南京朗诗服装设计有限公司本期进入清算程序，并向清算组移交档
案，公司失去对其控制权，故其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期末合并范围。

董事长：徐德健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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