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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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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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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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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母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为 87,386,514.10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以 2018 年末股本总数 366,346,01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剩余利润转入下年度。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已于 2019年 7 月实施完毕。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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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京化纤 6008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波 许兴 

电话 025-84208005 025-84208005 

办公地址 南京新材料产业园江苏省南京

市六合区郁庄路2号 

南京新材料产业园江苏省南京

市六合区郁庄路2号 

电子信箱 cb_008@126.com 1332596571@QQ.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02,151,387.66 2,100,897,822.04 -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10,448,578.24 1,516,979,274.43 -0.4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2,251,993.90 -71,117,428.39   

营业收入 404,873,162.78 552,843,958.49 -2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66,665.37 -56,401,00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150,391.02 -60,158,12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9 -4.35 增加3.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8 -0.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8 -0.15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5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35.41 129,709,768 28,301,886 无 0 

南京轻纺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 6.55 24,000,000 0 无 0 

南京国资混改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44 23,584,905 0 无 0 

金婷 境内自

然人 

2.29 8,402,808 0 无 0 

吕坤钰 未知 1.50 5,500,000 0 无 0 

金光华 境内自

然人 

1.11 4,074,351 0 无 0 

张国强 境内自

然人 

1.07 3,930,817 0 无 0 

董柳波 境内自

然人 

0.61 2,252,327 0 无 0 

南京金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0.55 1,998,773 0 无 0 

蒋琳芳 未知 0.50 1,837,20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南京轻纺产业（集团和）有限公司和南京纺织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2、金

光华系金婷父亲，二人为父女关系，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比 2018 年更为复杂严峻，中美爆发贸易战对纺织行

业造成严重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纺织品出口不畅，粘胶短纤下道企业开工率大幅下降，

纺织原料价格跌幅均超过 10%，短纤每吨售价更是由 2018 年末 1.32 万元下跌至 1.08万元，跌幅

近 20%，创下 10 年来的低位，短纤产品销售困难，生产厂家库存已达极限，纷纷减产、停产降低

损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羚也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临时停产检修去化库存，至今尚待复产。

公司自年初以来生产经营情况极其困难。 

公司面对严酷市场形势，齐心协力，努力化解风险，着力推动重点工程年产 4 万吨莱赛尔短

纤维项目建设、江苏金羚全面进行安全整治、法伯耳公司人员分流安置收尾以及闲置资产安全管

理规范处置等工作，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 

1、江苏金羚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努力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报告期江苏金羚为进一步提升市场美誉度，大幅调高了产成品质量检验标准。在相关质量检

验标准提升后，江苏金羚完成的短纤正品率、优等品率仍保持了去年同期水平，得到广大用户一

致肯定。同时木浆、烧碱、二硫化碳、硫酸等单耗指标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木浆单耗由 1025.3 

Kg/t 降至 1008.7Kg/t，硫酸单耗由 760.53 kg/t降至 720 kg/t，达到了本行业先进水平。 

受市场因素影响，江苏金羚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临时停产检修去化库存。在停产检修期间，

江苏金羚积极进行安全整治工作，聘请安全管理专家对公司现场进行了全覆盖、全方位的安全隐

患排查，同时也接受各相关部门的各类安全检查，排除了安全管理隐患，夯实了安全管理基础，

提高了安全管理水平。 

公司将密切关注粘胶短纤市场供需变化，做好全面复产准备工作。 

2、法伯耳公司人员分流安置收尾以及闲置资产安全管理、规范处置等工作有序推进； 

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及新工集团相关工作要求，于 2018 年 10 月末关停了法伯耳

公司粘胶长丝生产线，并关停了南京法伯耳纺织有限公司热电厂两台燃煤锅炉。遵照市领导批示，

为保证兰精（南京）纤维有限公司的蒸汽供应，法伯耳公司热电厂保留的一台燃煤锅炉将延至 2019

年 7 月底前关停。 

公司继续做好法伯耳分流安置剩余员工的协议解除工作，并细致梳理留用人员，充分调动大

家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其工作特长将其合理安排至相关工作岗位，做好法伯耳转型发展过渡期间

的各项工作。公司为提升留用中层干部综合素质，培养锻炼干部队伍，委托南京亚太培训中心举



办了为期 2个月共 16 个专题的中层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参培干部的一

致好评,为公司实施募投项目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高效合理利用法伯耳公司关停生产系统的闲置资产，保证企业财产安全，防范国有资产流

失，维护股东利益，公司一方面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建立健全公司大门出入管理制度和 24 小时安

全值班制度，优化落实巡回检查方案，每月召开安委会例会，吸取盐城市响水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教训，认真做好安全巡回检查工作特别是对重点安全防范部位的巡查及防火、防危险品泄露检查，

及时配置更新消防设施及器材，多次开展全公司安全大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立即通报相关单

位、相关方，并要求责任单位按期整改。法伯耳还在六合区安监部门全程监督下，于 5 月份顺利

完成了残存危险品二硫化碳的处置及储罐拆除工作，消除了安全管理隐患。另一方面认真做好法

伯耳闲置固定资产盘点工作，先仔细清点核对关停生产设备，再分类登记造册并建账管理，努力

实现处置收益最大化。 

3、自来水分厂完成饮用水供水职能向河道引水（即景观水）职能切换； 

自来水分厂 2018 年 9 月 17 日遵照市政府相关要求完成了从饮用水供水职能向河道引水（即

景观水）职能切换工作，成为南京市城北地区河道引水（即景观水）的专业水厂。 

2019 年上半年自来水分厂累计外供景观水 2800万立方米，日均供水量超过 15 万吨；实现外

供水营业收入 2,174.85万元，比 2018 年同期增长了 10.16%。 

4、加快发展步伐，积极推动重点工程募投项目年产 40000吨 Lyocell 短纤维项目建设； 

年产 40000 吨 Lyocell 短纤维项目是公司转型发展的重点工程，总投资 8.7 亿元。2018 年 7

月江苏纺织设计院负责编制完成了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获得专家论证、通过；2018 年 9

月 18 日南京市六合区经信局对项目进行了备案。在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后，为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公司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江

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在中国国际招标网发布了“年产 40000 吨 lyocell 短纤维项目工程总承

包国际招标公告”，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被确认为中标单位。 

该项目建设地点确定在法伯耳公司厂区内，目前正在积极办理正式开工前的相关手续：项目

《环评报告书》已在六合区环保局完成审批前公示，待南京新材料产业园的园区规划环评结果通

过后即可取得批复意见；项目安评、能评、规划等其他手续也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中。法伯耳公司

已完成现场地质勘探工作，正在着手项目用地上建筑物的拆除和场地平整工作。项目合同总包公

司正加紧进行各项设计和设备选型订购工作。预计项目主厂房土建可在今年 10 月破土动工，整个

项目计划 2020 年底建成投入试运行。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备查文件目录 

备查文件目录 

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会计

报表； 

公司章程。 

 

董事长：丁明国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