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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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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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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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该预案尚需股

东大会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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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升股份 600156 益鑫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肖群锋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420号华升大厦 

电话 0731-85237818 

电子信箱 hnhsgf@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苎麻纺、织、印染及服装服饰、医药机械的生产、销售及外贸进出

口。主要产品为苎麻、亚麻、大麻纱、面料和服装、含麻职业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及医药

机械。公司集原料采购、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美国、韩国、日

本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公司麻纺织产品不断被国外一些知名服装、服饰、家纺品牌所

采用。 

苎麻纺织虽然在整个纺织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小，但苎麻纤维具有吸湿透气、防霉抑菌、

抗紫外线等功能，而且强力高、伸长小，苎麻主要用于服装、家纺等行业，苎麻纺织产品经典高

雅、有品位，是其他天然纤维产品不能替代的，不断被各类消费者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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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28,180.90 110,304.84 16.21 104,098.93 

营业收入 91,353.87 103,824.45 -12.01 101,68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23.23 -5,668.89 158.62 2,76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13.94 -6,097.08 -47.84 -6,76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2,141.8252 68,818.59 4.83 64,99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09.55 -6,612.67 74.15 -2,547.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6 -0.1410 158.58 0.06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6 -0.1410 158.58 0.06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72 -8.48 增加13.2个百分点 4.3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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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76.31 28,552.13 20,179.05 24,84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4.68 3,297.72 982.55 14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94.59 -1,348.15 -1,055.21 -5,31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3.66 -2,658.37 -216.49 -1,868.3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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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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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   162,104,312 40.31   质押 20,000,000 国有法人 

安同良   10,260,000 2.5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冯融   3,518,125 0.8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陶秋杰   2,149,900 0.5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金芳   2,103,200 0.5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旭飞   1,705,600 0.4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芹   1,539,753 0.3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祁海明   1,427,400 0.3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冯骏   1,423,000 0.3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何振权   1,280,000 0.3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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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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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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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

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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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一）本次修订后的收入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新增租赁的识别、分拆及合并等相关原则。新租赁会计准则要求承租人在资产负债表中确

认经营租赁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并对租赁的识别制定了相关的指导性原则，对同时包含租赁和非

租赁部分的合同的分拆及合同对价分摊、租赁的合并等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2、承租人会计处理由双重模型修改为单一模型。原租赁会计准则下，承租人业务分为经营租

赁和融资租赁。对识别为经营租赁的，承租人不确认相关资产和负债。新租赁会计准则要求承租

人对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所有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

和利息费用，即采用与原租赁会计准则下融资租赁会计处理类似的单一模型。 

（二）本次执行新修订的租赁准则对公司报表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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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湖南华升工贸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洞庭麻业有限公司、

湖南汇一制药机械有限公司、湖南华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5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