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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5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20-062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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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欣龙控股 股票代码 0009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翔 汪燕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2号帝豪大厦 17层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2号帝豪大厦17层 

电话 （0898）67486937 （0898）68585274 

电子信箱 lixiang@xinlong-holding.com xlkg@xinlong-holdi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7,136,436.39 394,777,096.19 9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2,019,107.00 -6,563,952.09 2,56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5,272,359.13 -10,763,887.57 1,54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4,976,489.15 -21,810,389.79 1,2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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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09 -0.0122 2,566.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09 -0.0122 2,56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1% -1.07% 24.3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21,697,385.29 1,190,778,578.72 2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5,942,953.26 613,923,846.26 26.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6,3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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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嘉兴天堂硅谷

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24% 49,760,810    

海南筑华科工

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45% 45,508,591  质押 45,450,000 

财达证券－招

商银行－证券

行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财

达证券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03% 10,952,000    

王松涛 境内自然人 0.68% 3,680,081    

陈清 境内自然人 0.66% 3,556,900    

珠海保联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6% 3,538,400    

刘惠敏 境内自然人 0.57% 3,071,873    

田文芳 境内自然人 0.47% 2,510,510    

河北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2,400,000    

邢丽红 境内自然人 0.42% 2,27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除嘉兴天堂硅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因表决权委托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持续下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形势严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完成变更，董事会进行重组，管理团队进行调整和充实。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

化，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团队坚持聚焦无纺主业发展，明确了稳存量、谋增量的经营方针，推动开展降

本增效实施计划。在上述经营方针和计划指导下，公司采取了强化市场导向、改造生产线、调整产品结构、
研发新产品、优化资本资产结构、争取政策扶持等一系列经营措施。公司上半年整体经营情况较好。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8,713.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9.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01.91万元，同比上期大幅扭亏；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25,497.65万元，流动资金大幅增加；资产总额由
年初119,077.86万元增加至152,169.74万元，增加33,091.88万元，增幅27.79%；净资产达到86,627.35万元，

较年初增加22,837.77万元，增加35.80%；公司资产负债率由年初46.43%下降至43.07%。公司经营业绩、财

务状况、现金流量均出现积极向好变化，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在“稳存量、谋增量”和推动实施降本增效的经营方针指导下，公司上半年经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聚焦强化无纺主业，积极应对疫情，调整产品结构，增效提能，提升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团队对坚持无纺主业发展方向做了明确部署，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无
纺主业发展。2020年3月，公司召开围绕无纺主业，通过内生及外延式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进行探

讨交流的“欣龙控股再出发战略务虚会”，强调高度重视市场导向，考虑进一步加大投入，充分发挥产融

结合的优势，实现企业中长期高速、稳定发展。 

1、改扩建生产设施设备，扩大产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面对上半年新冠疫情带来的医疗卫生防护用品市场需求大幅增长的情况，公司海南、湖南、宜昌三个

生产基地通过改造现有生产设备和改扩建闲置设备扩大产能，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海南基地通
过改造闲置产线和设备提高产能；湖南基地密切关注医疗防护材料市场需求变化，于2月和5月分别改造、

调整产线设备以调整产品结构，及时供给适应抗击疫情需要的产品；宜昌基地投资建设口罩生产线，及时

地向市场大量供应抗疫急需的口罩制品。 

2、坚持创新引领，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开发新产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上半年，公司新申请并获受理的专利12项，其中发明专利12项；新获得授权的专利28项，其中发明专

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 

海南基地在空气过滤材料产品、驻极技术开发方面取得较好成果，研发出包括口罩芯体用高效低阻水
驻极熔喷过滤材料、8060中效过滤棉材料、艾草熔喷材料、驻极添加剂国产化等新产品和技术，为公司增

加销售收入超过2,000万元。湖南基地通过技术改造，生产出过滤效率达BFE95%以上的医用熔喷无纺布；宜

昌基地开发出高效低阻口罩用过滤材料；在水刺无纺布方面，开发出蓬松型棉柔巾纯棉水刺无纺布、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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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提花纯棉水刺无纺布、EF纹提花纯棉水刺无纺布以及柔软型纯棉水刺无纺布，同时加大了汉麻与棉混纺

产品在卫生用品领域的应用。 

3、强化市场导向，加强营销体系建设 

市场和营销方面，海南基地梳理营销队伍结构，优化组织形态，引进营销新鲜血液，为下一步发展打

下坚实的人才基础；积极加强网络和广告宣传，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拓展公司销售渠道。宜昌基地
筹建国际贸易业务团队，启动了国际贸易业务。湖南基地利用疫情期间医疗防护用品市场需求增长的契机，

在新客户及大客户拓展方面均有较大突破。 

在上述措施下，三个基地产量、销量均出现大幅增长，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推动实施降本增效工作，多举措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上半年，在公司的统一部署下，各经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动员、认真梳理研究，制定上报了本单

位2020年度降本增效实施方案。各经营单位通过实施业务整合、推行精细化管理、提高运行效率、加强员

工培训、获取政策支持等进一步提质增收、降本增效。 

1、推行精细化管理，降低运营成本 

海南基地合理地控制了原材料采购成本；通过稳定设备运行效率，进一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控制生

产用电、用气能耗，预计2020年度节约用电15万度，节约用气1.4万立方；在销售环节降低库存积压，提高
周转率，通过持续优化销售提成的方法合理降低销售成本，同时促进新客户的拓展。 

宜昌基地通过对现有设备进行优化改造，提高产品制成率，降低水、电、气耗及各种辅助材料损耗，

产品制成率同比有较大提升，电耗、气耗、水耗、化工助剂以及其他辅助材料生产单耗下降5%；优化配棉

工艺，在保证产品质量、满足客户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原料使用成本。  

湖南基地加速第二条生产线的达产，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正品率，同期大幅节约制造成本；

通过多种措施进行节能降耗，上半年降低产品单位能耗2%；通过大宗原料集中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2、调整资本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集团公司及海南基地在国家强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政策环境下，一方面

积极与银行对接，争取降低利息或置换融资成本较高的贷款，一方面通过调整资本结构，降低贷款规模，

使得整体利息支出和加权平均融资成本同比均下降超过10%。 

3、调整业务结构，减少低效业务成本和亏损 

针对海南基地制品板块OEM加工业务管理层级重复、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经过

集体决策，将原海南科技制品的OEM业务、人员调整整合到海南欣龙无纺股份，并裁撤部分人员，减少了
管理层级，提高了运行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 

针对医药板块长期亏损的情况，上半年对海口欣龙医院、丹东欣龙、贵州基地的业务和人员进行调整、

瘦身。 

4、积极争取政策扶持，降低税费成本 

集团及海南、湖北、湖南三个基地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上半年海南基地电、气价格优惠幅度达5%，

三个基地积极争取贴息、补助等优惠政策，降低税费成本。 

（三）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趋势，探索新的产业布局 

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司第一时间组织经营管理团队集中

学习。公司上半年紧密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发挥产融结合作用，一方面围绕无纺行业产业

链纵深，积极跟踪同行业优质标的寻求产业整合机会；另一方面围绕自贸港建设发展的三大领域、十二个
重点产业，积极探索推进新业务布局。上半年，公司密切跟踪、接触、研究了一批既涉及无纺主业上下游，

也包括了适合海南自贸港建设及海南自身特点的优秀项目和合作单位，目前公司管理团队和专业投资团队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调研和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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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公司将根据上述产业布局项目进展情况，积极利用符合自身情况的融资手段，在资金方面全

力保障项目的推进和实施，为公司布局新的产业和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四）提升发展动力和完善发展保障机制 

上半年，公司多次召开会议，明确各单位领导班子为落实经营管理目标的被考核主体，由实际负责经

营管理工作的一把手负总责和主责，进一步明确班子成员的权责分工与被考核任务，逐级分解落实责任，
奖罚分明。鼓励支持创新创造，对为加快公司发展和大幅度提升经营业绩作出重大贡献的团队或个人予以

奖励。 

完善授权管理体系。公司按照制度管人、程序管事要求，结合公司运行实际，以公司总部经营管理班

子和全资、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班子为重点，对现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及组织架构下各层级管理权限
边界进行全面梳理和界定，逐步建立健全授权管理体系，权责清晰，决策高效，运行规范。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以绩效考核为目标导向，引入竞争和升降机制，针对高

管团队和核心骨干，建立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短、中、长期相结合的薪酬体系、绩效考核体系。 

建立风险管控体系。强化依法合规经营，公司总部将明确专门的部门负责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规范、

重大合同、重点经营事项、公共危机预防管理及其他合规性问题进行把关，各子公司也要明确风控责任人

和支撑部门，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 

（五）加快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班子建设和队伍文化融合，加大核心骨干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上半年从北京、

杭州等地引进多名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才，并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对公司经营班子进行调整和配备。在

各层级实施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逐步建立良性发展的人才梯队。鼓励创新创造，通过创新载体和制度导向，
营造爱才惜才用才的浓厚氛围。注重以业绩导向选人用人，奖罚分明，特别是对为公司加快发展、业绩提

升、研发创新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团队或个人，及时予以奖励，对表现优秀的个人进行综合评估，作为重点

培养和选用对象。 

上半年，集团副总裁、海南欣龙无纺股份总经理郭勇德被中共海南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

作委员会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宜昌欣龙卫材班子成员欧阳军、张蓉获得宜都市疫情防控先进个人表

彰；湖南欣龙副总经理麻建科被评为“新津市人”。 

（六）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以打造“百年欣龙”为目标方向，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为指引，秉持“价值创造、

增量分享”的发展理念，培育服务最大化的企业文化。进一步深耕欣龙品牌内涵，加强品牌宣传的阵地建
设。站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时代前沿，以全球化视野、中国价值创造为核心，从服务于公司发展的角度，

对公司品牌、产品品牌进行系统梳理，把公司品牌内涵提炼为“三品一服务”，即产品是欣龙品牌的载体，

品质是欣龙品牌的根本，人品是欣龙品牌的基石，服务是欣龙品牌的高度。同时顺应互联网思维下的价值

传导思维和逻辑，进一步加强公司网站、公众号、电商平台等宣传推广的阵地建设，提高宣导服务质量。 

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应急上设备、优化产线、加班保供给，以及

捐赠、调配重点防护物资等，积极配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主动服务社会民生发展，中央部委及海南省领

导多次到公司实地考察指导防疫物资生产和复工复产工作，主流媒体进行积极报道。海南、湖南、湖北三
个基地积极向社会捐赠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并组织捐款；集团党委被中共海南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授予“抗击疫情先进基层党组织”；集团及三个生产基地被纳入国家发改委“疫情重

点保障企业名单”；宜昌卫材获得宜都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优秀保障企业“停不得企业”嘉奖；湖
南欣龙荣获“湖南省疫情防控突出贡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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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 1月1日起施行；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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