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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28                                                  公司简称：弘业股份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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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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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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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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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业股份 600128 G弘业、江苏工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翠 曹橙 

电话 025-52262530 025-52262530 

传真 025-52278488 025-52278488 

电子信箱 hyzqb@artall.com hyzqb@artall.com 

 

1.6  以公司 2015 年末总股本 246,767,50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0.90 元

（含税），合计分配利润 22,209,075 元， 剩余未分配的利润 397,089,675.17 元滚存至

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分为贸易、文化和投资三大板块。其中，贸易板块可细分为出口贸

易、进口贸易和国内贸易；文化板块主要是从事文化艺术工程、工艺美术品展陈与经

营销售；投资板块侧重于服务贸易、文化主业发展，同时开展包括股权投资、证券投

资等在内的多元化的投资业务。     

（一）贸易板块   

贸易是公司业务的主要构成板块，占公司营业收入的近 90%。主要经营模式包括

自营和代理，盈利模式是获取贸易差价和收取代理佣金。  公司出口贸易主营服装、

玩具、机电、船舶、化肥等大类产品，其中，化肥和玩具出口在江苏省相关产品的出

口中占有较高份额；进口贸易主营轨道交通设备、医疗器械及化工等产品，其中，轨

道交通设备和医疗器械进口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内贸业务主营黄金、通讯器材、

化工品等产品，其中，黄金销售和通讯器材业务对公司内贸业务收入贡献较大。   

行业情况：  2015 年，受外需低迷、要素成本持续快速上升等多种因素影响，

我国外贸形势复杂严峻，虽然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多项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但我国全

年实现进出口总额仍同比下降 8%。国内经济受“三期叠加”的影响，增速放缓，但

国内内需拉动力有所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为应对贸易业务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公司在提高外贸业务质量的同时，紧抓拉动内需

带来的机会，稳健开展国内贸易，实现国内销售 11.69 亿元。    

 （二）文化板块   

公司是全国工艺品行业最早的一家上市公司，文化板块是公司的特色业务板块，

目前由子公司爱涛文化作为主要载体，旗下拥有爱涛艺术中心，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挂

牌为“江苏省工艺美术馆”，该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企业办工艺美术类专用展馆，也

是江苏乃至全国艺术品珍藏、销售、交流的重要场馆。   

文化艺术工程业务主要是承接文化艺术类场馆的展示陈列、室外文化景观等项目，

先后打造了上海世博会江苏馆、南京博物院二期工程等一系列经典的文化工程，展示

了雄劲的行业实力和创新设计能力，在文化艺术工程领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工艺美术品的经营销售包括常规工艺品、商务礼品和高端工艺美术精品的经营，

其中常规工艺品和商务礼品的经营模式为普通的定制/采购、销售（门店零售和团体

销售）模式；对于不可大批量复制的、具有原创性的高端工艺美术精品，公司坚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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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有出，通过拍卖等方式实施滚动经营。   

同时，公司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文化场馆运营、文化软装业务等领域积极探索，

寻求文化板块盈利新模式。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874,585,308.82 3,259,918,761.00 -11.82 2,786,611,067.08 

营业收入 3,687,273,813.87 4,002,136,000.67 -7.87 3,760,723,79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6,216,404.92 70,557,200.60 -6.15 68,775,29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2,840,502.58 38,836,046.80 -41.19 33,621,15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13,043,506.10 1,483,329,980.28 2.00 1,416,983,90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9,864,370.40 -214,849,964.62 248.88 17,512,856.26 

期末总股本 246,767,500.00 246,767,500.00  246,767,5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683 0.2859 -6.16 0.27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683 0.2859 -6.16 0.27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4163 4.8591 

减少0.44个百分

点 
4.94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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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296,424.98 1,014,498,007.36 948,982,143.25 802,497,23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9,626.22 16,847,942.25 10,299,082.10 34,469,75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69,851.98 7,576,344.58 3,772,529.59 10,821,77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00,038.72 57,426,604.23 100,531,450.87 109,906,2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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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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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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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0 59,281,910 24.02 0 无 0 国有法人 

朱霄萍 4,494,151 5,065,500 2.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0 4,466,561 1.81 0 无 0 国有法人 

乔正华 2,737,800 4,155,400 1.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

司  (江苏省烟草公司) 
0 3,122,311 1.27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斌 1,423,155 1,423,155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东周 19,000 1,332,700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龚建强 1,290,000 1,290,000 0.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月环 1,185,000 1,185,0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孔祥亚 1,500 901,5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2、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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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6.87 亿元，实现进

出口总额 4.54 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 3.65 亿美元，进口总额 0.89 亿美元。 

（一）创新贸易发展模式，培育竞争新优势 

1、创新业务团队建设。公司广泛探索以团队模式代替传统的业务员单独操作模

式，发挥团队的聚集效应、协作效应和文化效应，为外贸发展提供有效人力资源支撑。 

2、创新供应商管理模式。继续实施纵向一体化工程，着力在供应链上游加大开

发力度，为公司保持传统贸易优势提供货源保障。进行标准化的供应商管理，扶持潜

力工厂开发高端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玩具等优势业务上逐步脱离订单模式。 

3、创新业务结构。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外贸商品结构调整，积极开拓高附加值

产品，以产品创新为未来发展储备新动能；同时，公司深入研究国内外市场需求和政

策趋势，开拓贸易新领域，新成立的弘业环保公司明确了医用专业市场、商用租赁市

场、家用生活市场的三层次市场定位，在多家研究机构和医院启动试点，塑造行业知

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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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业务经营方式。公司成立电子商务工作小组，深入调研先行企业，对电

商平台建设、技术支持、产品选择等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广泛调研、深入论证多个项

目，探索贸易业务经营新模式。 

 

（二）融合贸易发展资源，提高经济效益 

1、整合品牌资源。坚定实施多品牌发展战略，明确“深耕传统优势品牌、开发

时尚新锐品牌、融合新兴产业品牌”的品牌发展路径，Artall 定位于综合性的资源整

合品牌，Holly、RIVE、K&R、LINDBERG、Marble Field 在细分行业谋求差异发展，GENANO

重点在环保行业塑造影响力，实现多点开花，形成共振效应。 

2、优化资源结构。2015 年，公司继续将资源清理整合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全年

通过吸收合并、挂牌转让等方式完成了 7 家子公司的整合清理，推进了爱涛物业的股

权改制等工作，并继续对公司长期闲置的老旧房产进行排查清理，公司资产安全和收

益水平均得到有效提升。 

 

（三）紧跟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做强做优文化板块 

1、“爱涛商务中心”项目启动。本项目为爱涛天成项目二期，项目的开发有利于

形成文化创意、展览展示、文化交易与文化服务为一体的整体经营效果，构建完整的

文化品牌商圈，将带动爱涛天成项目一期（包括爱涛天成大酒店、爱涛艺术中心）的

协同发展，实现开发效益与经营效益最大化。 

2、文化艺术工程业务取得新进展。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工南京利济巷旧址陈

列馆、冯玉祥西北军粮仓博物馆展陈工程等 5 个项目；顺利开工兰州市博物馆、金陵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南区装修等 4 个项目；中标上海苏宁艺术馆等 3 个项目。尤其是奥

林匹克公园瞭望塔故宫藏品特展项目的完成，得到故宫专家的一致好评，标志着公司

文化工程业务已晋升为国内文博展陈工程行业一流企业行列。 

3、文化创意领域取得突破。完成牛首山禅意空间等 5 个文创产品开发项目，新

生代艺术家发掘工程入选为国家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和 2015 年中央文化产业引导资

金扶持项目，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丝绸之路》项目成功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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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投资管理机制，提高投资收益。 

健全投资业务运行机制。面对金融体制改革提速，多层次资本市场日益健全的机

遇，公司着力健全投资机制，完善投资管理制度和投资激励制度，强化投资团队建设

和工作能力提升，实现投资收益显著提高。 

推进投资与主业的融合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投资与主业的结合方式，

围绕主业，多渠道开展股权投资项目调研，为公司扩大主业外延和转型升级提供有益

参考和有力保障。 

加强投资项目管理。期内，公司根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

续管理，积极跟踪投资项目发展动态，协助投资项目的经营运作，并通过委任董监事

等方式参与投资项目经营，维护公司的股东权益，并着力提高投资效益。 

 

（五）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强化风险防控 

1、理顺管理体系，运营格局更加合理。推进机构融合，通过新设、合并成立了

风险控制、电子商务、证券投资、业务评审等多个专项工作小组，各专项工作小组与

常设组织架构形成补充，完善组织架构内的协同机制；成立贸易管理部，剥离业务功

能，实现业务与管理分离，提高对公司业务的服务和风险控制功能；建立管理部门与

业务单位协调机制，完善贸易部与子公司协同的业务格局。 

2、加强制度建设，监督机制更加健全。报告期内，公司修订完善十多项基础管

理制度，并建立内部法律顾问制度，完善法务工作体系，初步确立了公司法务人员、

内部法律顾问和外聘法律人员相协调的法务工作组织体系，保证法务工作切实介入业

务流程；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对子公司开展经济效益审计工作，改善子公司的经营管

理。 

3、风控机制更加完备。事前评估、事中跟踪、事后分析的业务评审和跟踪机制

更加健全，客户管理内嵌于业务评审过程始终；升级财务核算信息化系统，推进财务、

业务深度融合，加强对子公司派驻财务管理人员，强化风险防范；加强信保有效性核

查，及时做好出口信保投保和理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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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

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一、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决定对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值易耗品的摊销、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和年折旧

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起始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 

2、变更原因 

近年来，由于公司贸易经营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进口、内贸业务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

鉴于公司低值易耗品更新速度加快，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

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予以调整。此外，为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依照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固定资产

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和年折旧率的会计估计予以变更。 

3、变更的具体内容：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账龄 变更后（%） 变更前（%） 

1、一年以内 2.00 2.00 

2、一至二年 10.00 5.00 

3、二至三年 30.00 8.00 

4、三至四年 60.00 15.00 

5、四至五年 80.00 50.00 

6、五年以上 100.00 100.00 

（2）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方法 



 

9 
 

项目 变更后 变更前 

低值易耗品 一次性摊销法 五五摊销法 

（3）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和年折旧率 

项目 

变更后 变更前 

折 旧 年 限

(年) 

预 计 残

值率（%） 

年 折 旧 率

（%） 

折 旧 年 限

（年） 

预计残值

率（%） 
年折旧率（%） 

1、房屋及建筑物 30～45 5.00 2.11～3.17 30 3.00 3.23 

2、运输工具 8 0 12.50 10 3.00 9.70 

3、其他设备 3～10 0 10～33.33 5 3.00 19.40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起始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

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此次会计估计变更导致公司 2015年度净利润减少 17,458,215.24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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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等 23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新设成立增加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

有限公司 1 家， 因转让股权减少原江苏弘业轻工业品有限公司 1 家，因注销清算减

少江苏省工艺品进出口集团扬州贸易有限公司 1家。   

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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