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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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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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牟晨晖 因公务出差 朱建庆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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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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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民股份 6009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军晓 朱利琴 

电话 0571-82551588 0571-8255158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电子信箱 hmgf@hmgf.com hmgf@hm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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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6,955,864.02 7,044,403,911.28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4,823,385,192.82 4,817,992,613.01 0.11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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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521,434.83 434,200,667.88 33.93 

营业收入 2,292,373,245.79 3,464,364,517.81 -3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3,172,724.83 323,250,109.59 -2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793,406.43 291,688,154.34 -2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6 7.31 减少2.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5 0.299 -24.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5 0.299 -24.75 

注：2019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由于采录数据有误，故对该

数据更正。2019年三季报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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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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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12 411,965,306 81,405,864 无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11 120,025,003   无   

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4 78,213,477 78,213,477 无   

陈升 未知 4.06 43,837,029   无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6 23,315,838   无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林

村经济合作社 

未知 1.90 20,561,235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未知 1.89 20,434,967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85 19,998,352   无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 12,397,52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01 10,942,26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位列

前 10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除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位列前 10

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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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呈现衰退，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公司春节后开工相比往年延迟，叠加下游服装、首饰等需求大幅下滑，公司各产业、

企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形势，公司按照“保稳定，

求发展”的总体要求，全力战疫情、拓市场、控成本、强管理，多措并举降低疫情造成的损失，

牢牢守住了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的“基本盘”。虽然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十多年来第一次下滑，

但经营效益下滑势头趋缓，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降幅较一季度分别收窄 7.05 和 16.24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9237 万元(合并报表），同比下降 33.83%；实现营业利润 3309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6.2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317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24.77％；实现每股收益 0.225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4.75%。 

主要措施是： 

在两手齐抓方面：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放松，落实细化防控工作预案，公司没有发生一例病例。

一手抓生产经营稳定，调整品种结构，加强内销业务，合理安排机台轮停、员工轮休，对职工进

行岗位技能、安全规范等培训，适时调整业绩奖惩考核，按时发放员工工资。航民百泰奋力采取

措施，开发和销售高附加值精品，实现利润降幅低于产销量降幅。航民非织造布抓住疫情防控物

资紧缺的时机，巩固和扩大消毒湿巾无纺布生产，积极向防护服等材料领域拓展，创造了良好的

经营业绩，完成利润总额 4127万元，是上年同期的四倍。 

在项目建设方面：坚持以项目为抓手，不断调整优化结构，积蓄发展力量，增强发展后劲。

印染企业调整更新染缸及整纬机、罐蒸机、数码印花机、检验打卷机等设备，完善了染色助剂、

液碱等原料配送系统。热电企业进一步改造升级脱硫、脱硝、除尘等系统，烟气排放指标达标稳

定。航民百泰黄金饰品时尚产业园项目一期主体土建完工，已进入装修阶段，争取年内启用。 

在精益管理方面：各企业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不断加强品质管控、产品销售、现场管理、

成本控制、安全环保等方面的管理。 

下半年形势和主要工作打算 

下半年，公司依然面临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衰退程度

加深、持续时间延长，国内经济虽得以恢复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消费升级趋势放缓，企业发展

将面临更大压力和挑战。公司尽管面临疫情防控之忧、国际环境之忧、行业发展之忧，但也存在



 

 

新政策之利、新基建之利、新增量之利，且疫情加速了行业分化，大企业有更强的风险抵抗力。

这次疫情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公司发展的良好韧性，具有几十年积淀下来的资本优势、管理优势、

品牌优势、平台优势，尤其是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长期稳定向好，这是企业最好的免疫力，

公司战胜一切困难实现高质量发展，理应更加自信。 

公司经营班子将认清形势，做好较长时期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准备，力争做到“精准发力”

——攻难关、抓短板、补弱项、增优势，以确定性的工作应对不确定性的形势。为努力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下半年着重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切实做好业务提升。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智能化、信息化、现代化水平提升，实

现纺织印染、热电主体产业升级；发挥热电、水处理、海运物流等上下游协同效应，实现三产联

动、协调发展；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非织造布继续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向健康防护用品领

域延伸，提高其产线生产能力；全力以赴打造成集黄金饰品、镶嵌、K 金等研发、生产、销售，

及旅游与消费于一体的航民黄金饰品时尚产业园，充分展示“航民首饰”的品牌新形象，并抓住

省外黄金珠宝产业转移的时机，招商引资积极扩大黄金饰品珠宝行业合作伙伴，丰富产品线，拉

长产业链；航民合同精机在新品研发上加强与内部印染企业的协同，以厂房扩建推动外部市场份

额提升。用好用足政府各项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加快发展。增强高质量的投资，力争在外延扩张

和新兴产业上有所突破。 

二是切实做实精细管理。坚持把市场开发作为生产经营第一要务，在市场营销上再发力，大

力开拓国内市场业务，稳定海外市场业务，以线上渠道建设弥补线下渠道的不足。紧紧抓住质量、

交期、价格三个关键因素，提高客户服务水平。认真查找质量薄弱点，开展质量攻关，提高产品

一次合格率、降低回修率。深入全面降本，细化各项核算，形成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成本控

制格局。科学安排生产计划，均衡合理组织生产，做好设备稳定运行。加强现金流管控，严格控

制不合理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运用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手段，精简人数、压实分工、

提高劳效，稳定员工收入，留住优秀员工。 

三是切实守住底线红线。在抓生产的同时务必牢记生命至上，按照各项要求，落实防控措施，

既要把前阶段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和延续下去，也要根据新形势变化精准发力，筑牢

常态化防控严密防线。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执行《企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考核试行办法》。防范各类重大风险，健全内控体系，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加强法律风险防范。 

四是切实抓好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把人才是第一资源落到实处，识

才、爱才、容才，选德才兼备的贤能，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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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重庆 

 

2020 年 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