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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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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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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牡丹 60051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明 何晓晴 

电话 0519-68866958 0519-6886695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47号 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47号 

电子信箱 600510@blackpeony.com 600510@blackpeo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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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333,981,170.17 19,355,639,225.53 19,330,206,873.83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574,666,954.99 7,599,125,443.37 7,589,928,746.40 -0.3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8,340,095.27 -107,724,512.10 -104,816,232.32 376.95 

营业收入 3,325,019,891.26 3,408,184,414.65 3,405,006,501.14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9,330,557.57 177,425,981.63 176,611,144.36 -2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7,595,991.49 171,870,903.64 171,870,903.64 -19.9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81 2.64 2.63 

减少0.83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7 0.17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7 0.17 -23.53 

注：报告期，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中润花木100%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20号-企业合并》要求追溯调整2016年度的比较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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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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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2 522,662,086 78,616,352 质押 78,616,352 

昝圣达 境内自然人 10.51 110,062,893 110,062,893 质押 104,700,000 

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21 96,458,412 0 无 0 

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31,446,540 31,446,540 无 0 

杨廷栋 境内自然人 3.00 31,446,540 31,446,54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未知 1.44 15,055,3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新经济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9 8,301,298 0 无 0 

王文学 境内自然人 0.77 8,051,290 0 质押 840,713 

曹德法 境内自然人 0.37 3,865,000 0 无 0 

戈亚芳 境内自然人 0.35 3,7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三大股东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是第一大股东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

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二大股东昝圣达

为第四大股东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昝圣达

与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余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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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3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3牡丹 01 122336 2014-10-29 2019-10-29 85,000 5.40 

2013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3牡丹 02 136531 2016-7-8 2021-7-8 85,000 4.3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0.39% 58.4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0 2.0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公司按照“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要求，在“品牌引领、创新驱动、高效转型”的战略规划指引下，立足全

球配置资源，加大创新力度，扎实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成效。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03.34亿元，比上年期末增加 5.05%；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3.25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39亿元，同比减少 21.47%。本期

公司营业收入和整体毛利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净利润因期间费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等增加而略

有减少，具体原因详见下述“主营业务分析”部分。 

    1、城建业务 

    2017年上半年，城建板块以公司战略规划为指引，在加强品质管理的基本要求下，加大力度

实施业务模式创新，业务领域拓展，并适当延伸业务链条。 

    （1）积极参与并承接 PPP 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及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断发展 

    公司积极应对政府投资项目模式的变化，研究并参与 PPP 项目，截止报告期末，已签署 3个

PPP 项目协议，总金额约 35 亿元。其中 2017 年上半年成功竞标了常州市新北区 PPP 三期紫金山

路项目，总金额约 6亿元；常州市新北区 PPP一期、二期项目按计划推进。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新增完工道路 6.09 公里、河道 1.69 公里、新增绿化面积 23.15 公顷；

实施保障性住房、商品房、代建公共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总面积达 71.87万㎡。 

    通过加强现场管理提高在建项目品质。珠江路、桂江路、乐山路、奔发路、兴奔路、春江路

等道路工程均在建设中，淮海路已完工，即将竣工验收；高新广场（科技金融中心）、飞龙小学、

银河幼儿园等代建项目以及新景花园四期、香山福园等安置房项目也都在稳步推进，新桥高中完

成竣工验收，百馨西苑四期项目已移交乡镇，正在展开安置工作。 

    （2）通过业务模式创新，增加房地产项目储备，加大在售项目的拓客力度 

公司加大力度调研和拓展新项目，同时紧抓机遇整合资源，拓展合作开发模式，通过黑牡丹

置业与江苏港龙合作设立浙江港达，注册资本 1亿元，公司投资 0.49亿元，占 49%，推进浙江湖

州太湖旅游度假区星月湾项目（推广名为太湖天地），已完成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和施工图设

计，即将开工建设。 

    公司开发的牡丹国际花园（即欣悦湾项目）于年初正式开工，正在进行建筑主体施工，并开

盘预售，受到市场高度关注；绿都万和城正在实施 01地块 C、D区和 02地块开发；苏州兰亭半岛

生活广场（即，苏州独墅湖月亮湾项目）已全面竣工，正在推进销售工作。 

    2、纺织业务 

    2017年上半年，公司纺织业务始终围绕“做精做强”的经营目标，一方面，加快“智能工厂”

建设，逐步实现以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有效提高产品质量及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强化客户

需求挖掘和需求引导，不断高效地开发出更多高附加值的新产品。牛仔面料的产量和销量较上年

同期均有所增长。 
公司以“中国制造 2025”为引领，大力推进信息化和智能化，建立智能工厂，提高产品竞争

力，降低劳动力强度，同时，公司还利用信息化手段来进一步提升纺织制造的综合能力，提升为

客户、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服务的能力。公司在引进部分关键设备基础上，加强了对现有

染色、整理等关键核心设备的技术改造，并引进国际先进的机器视觉疵点检测和面料开剪系统。 

    公司紧抓市场动向和客户需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两项新产品荣获 2018春夏中国流行面料入

围评审优秀奖；最新研发的“IR保暖牛仔布”也荣获第十五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 

3、投资业务 



2017年以来，产业投资板块按照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要求，围绕智能制造、大健康等新兴产业

积极探索培育，发挥协同效应支持两大基础产业发展，依托公司在产业经营方面深耕细作的经验

和优势，借助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集中优势寻求新兴产业的突破。 

    在智能制造领域，公司经过跟踪研究和分析，并通过加强对已投项目的投后管理，进一步加

大对中钢新型的投入。在大健康领域，公司积极挖掘、接洽具备发展前景且匹配公司资源优势的

项目，2017年上半年在基因检测、精准医疗、医养结合等细分领域进行了考察。 

对于已投项目，公司重点关注项目的后续业务进展、融资进展及退出安排，同时推进宜兴基

金、金坛众合基金、金瑞碳材料三支合作基金的管理工作。 

投资板块还围绕公司城建业务板块的产业链延伸，为抢抓建筑工业化发展机遇，2017年上半

年公司投资了装配式建筑项目——中盈装配式，开展住宅工业化技术及装配式建筑产品 PC 构件

（包括装配式楼梯、楼板和隔墙等）的批量化生产、销售、安装、施工、售后服务等。 

    黑牡丹常州科技园在承接了“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建设和运营后，定位为“打造

立足常州、辐射长三角的全产业链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已创建成首批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

地，2017年上半年新增入驻及注册相关机构近 20家，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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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

的要求，公司将对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

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自 2017年 6月 12日开始按照前述会计准则执行，对 2017年 1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12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前述会计

准则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半年报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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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