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805                              公司简称：悦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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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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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达投资 600805 江苏悦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葛俊兰 王浩 

电话 0515-80983060 0515-88202867 

传真 0515-88334601 0515-88334601 

电子信箱 600805@yueda.com 600805@yueda.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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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5,016,720.85 10,211,634,453.80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315,306,205.55 6,319,739,756.6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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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844,975.07 289,103,415.59 -6.66 

营业收入 764,887,679.61 906,215,374.35 -1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0,880,879.39 280,796,427.61 -7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73,938,046.25 237,357,012.55 -68.85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7 4.36 减少3.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5 0.326 -71.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5 0.326 -71.2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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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06 196,223,658 0 质押 96,000,000 

悦达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99 51,005,256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7 33,765,70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35 11,499,342 0 无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1.17 9,996,309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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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57 4,843,960 0 无   



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未知 0.55 4,689,903 0 无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46 3,881,002 0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9 3,325,429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悦达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两者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关系未知。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我国经济

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转型升级的时期，经济尚未探底企稳，供给侧改革政策有待逐步产生效果。

公司所属行业情况总体分析如下： 

1. 纺织行业 

上半年，纺织行业外受经济下行、市场萎缩、价格下跌的影响，内受成本上升、转型调整的

压力。 

从棉纺行业看，根据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发布的信息，上半年棉纺织景气指数在 46.48-47.91

之间，行业处于欠景气状态。棉纺企业经营形势较严峻，棉价高企致使生产成本上涨，亏损加剧；

同时，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不明朗，亟待有关部门平稳棉花价格，保障棉纺织行业生产的可持续

和稳定。 

从家纺行业看，终端市场作为买方市场，价格竞争激烈，增长乏力。家纺行业仍然存在大大

小小的品牌太多、市场容量不大、同质化竞争激烈的问题。国内家纺龙头企业如罗莱、富安娜等

已经实施外延拓展的战略转型。 

2. 公路行业 

上半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大宗物资（含能源等）运输车流量减少。同时以公路为基础

的交通投入持续增加，路网完善和扩张影响收费公路分流。下半年，公路收费依然受经济、分流

等因素的影响。 

3. 生物柴油行业 

今年上半年，由于厄尔尼诺造成的干燥气候损害了棕榈油的产量，从 2 月份开始，棕榈油价

格持续上涨，使得部分以棕榈油为主要原料的化工企业转向地沟油市场，导致地沟油价格从春节

后上行，原来使用生物柴油调油的企业不得不放弃使用生物柴油，造成生物柴油需求下降。上半

年原油价格有所上扬，但上涨空间有限。生物柴油业务还达不到盈亏平衡的水平。 

4. 新材料行业 

上半年，石墨导热膜总体需求量有小比例的增长。智能手机品牌厂家为压缩材料成本，采用

季度/半年度招标的方式，加剧了石墨导热膜市场的竞争，生产企业为求生存，拼价格、保份额，

导致导热膜市场价格竞争更加激烈。 

受益于政策支持，我国石墨烯发展在技术和规模上初见成效，石墨烯行业已经有超过 50 家的

制备及相关应用开发企业，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石墨烯制备技术及与下游商业化应用对接。目前，



国内石墨烯整个行业仍处于产品研发阶段。工艺水平不高、企业难以获利是制约石墨烯产业化发

展的两大因素，亟待行业共同努力。 

5. 汽车行业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6 年上半年，乘用车销售 1104.23 万辆，同比增长 9.23%，

增幅比上年同期提升 4.43 个百分点。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 473.45 万辆，同比增长 12.78%，占乘

用车销售总量的 42.88%，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提升 1.35 个百分点。德系、日系、美系、韩系和法系

乘用车分别销售 215.68 万辆、170 万辆、130.48 万辆、80.84 万辆和 30.24 万辆，分别占乘用车销

售总量的 19.53%、15.40%、11.82%、7.32%和 2.74%。与上年同期相比，日系乘用车占有率有所提

升，其他外国品牌呈一定下降。 

下半年，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计，我国汽车行业 6%的全年增长目标基本能够实现。车

市或呈前低、中高、后稳的走势。 

6. 拖拉机行业 

上半年，我国大中小型拖拉机产量全部下滑。3—5 月本是国内拖拉机市场的销售旺季，然而

受国三排放升级、单台补贴额度下调以及需求结构调整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颇显疲软。1-6

月，大中小型拖拉机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15.1%、4.2%、5.3%，但 6 月环比均增长超过 10%。 

目前，约翰迪尔等全球农机巨头以及日韩优秀农机企业都进入中国市场并建立制造基地。国

内知名企业东方红、福田雷沃、东风等企业扩大产能，产品技术升级；中小品牌华夏、悍沃、鲁

中等企业凭借成本优势参与市场竞争。拖拉机行业的各类产品竞争在不断加剧。 

7. 火力发电行业 

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1-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电发电量 20579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3.1％，降幅较上年同期收窄 0.1 个百分点；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1964 小时，同

比降低 194 小时。火电发电量增速有所改善，但是装机增速仍然快于发电量。 

从江苏地区看，1-6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4.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7%），但江苏火电发

电量呈负增长。江苏省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下调电价 31.6 元/兆瓦时（含税），标杆电价由 409.6

元/兆瓦时（含税）下调至 378 元/兆瓦时（含税），计划电价较去年同比降低 16.81%。 

下半年，预计电力行业总体增速放缓。随着电改的持续深入，尤其是售电侧改革的推行，发

电企业或有一定的利好。 

8. 煤炭行业 

今年以来，随着煤炭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政策的落实及实施，国内各省市去产能进程逐步提

上日程，内贸煤炭供应缩量明显，加之宏观环境偏松，钢材需求回暖，叠加低库存及煤企联合保

价调价影响，煤炭供需失衡局面有所改善，价格迎来反弹。但是，煤炭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矛

盾依然存在，行业利润下降、企业资金紧张、经营困难等问题依然突出。 

下半年，随着供给侧改革各项配套措施落实，煤炭产量将有效减少，环评、安全生产及审批

等政策同时趋严，未来几个月内，库存将维持向下趋势，而需求侧相对平稳，煤价或存在进一步

上涨空间。同时由于产销总量的控制和下降，对于煤矿企业来说，经营压力形势依然严峻，煤炭

市场景气指数持续处于寒冷区间。 

 

2016年 1-6 月，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7.65 亿元，同比减少 15.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088万元，同比减少 71.20%。上半年，公司各产业持续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

公司参、控股的主要企业中，汽车、公路、火电等盈利企业受市场需求放缓及竞争加剧的影响，

利润下滑较大。纺织、拖拉机、新材料、生物柴油等亏损企业，同样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

加大降本力度，亏损幅度有所减小。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稳定、合作伙伴稳定的基础上，推进改

革创新、项目培育，积极谋求发展。公司各项业务运营情况及下半年主要工作措施如下： 

1. 纺织业务。上半年，纺织公司主要产品纱线、坯布、家纺的销售量分别为 11,916吨、889

万米、199万件，同比分别下降 7.8%、增长 7.4%、下降 13.5%，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51.01%、55.56%、

https://www.baidu.com/s?wd=%E7%BA%A6%E7%BF%B0%E8%BF%AA%E5%B0%94&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ujfLmh7buHIWPvDsuhc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knHTsPHRkrjc1PHcLnH6vr0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762.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68916.html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43798.html


48.77%。上半年纺织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5.1亿元，同比减少 3.08%；合并净利润-3,819万元，

同比减亏 9.74%。继续亏损的主要原因有：行业竞争激烈，产品市场份额和毛利率下降，财务费

用仍然较高。  

南纬纤维科技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649万元，同比减少 37.21%；净利润-2,371万元，

同比增亏 28.95%。增亏的主要原因是：接单量少，单位固定成本高，收入成本倒挂。 

下半年，纺织相关公司将根据年初制订的计划，推进企业降本增效，采取多种方

式降低成本；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推进新产品开发和技术转化；加大国内外市场开拓

和家纺的品牌建设；加强绩效管理，推行企业内部改革；加快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2. 公路业务。①京沪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5.1亿元，同比减少 3.68%；净利润 5.89亿

元，同比减少 5.9%。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为：货车流量下降；S237 省道与京沪沂淮

江段平行，免通行费对货车分流影响较大；5 月份实施营改增对通行费收入有影响。②西铜公司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53亿元，同比减少 22.5%；净利润 2,451万元，同比减少 24.59%。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为：第二通道继续分流；货车流量下降；新开通道路分流。③徐州通

达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928 万元，同比增长 23.58%；净利润 24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同

比扭亏的主要原因是：强化收费管理，加大绕道路口的治理。 

下半年，各公路公司将继续加强征费管理、成本管理，加强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做好与地方

部门的协调工作，保证公路收费的平稳运行。 

3. 生物柴油业务。悦达卡特公司上半年销售生物柴油及衍生品 7,795吨，同比下降 69.15%，

完成年度计划的 7.84%；实现营业收入 2,733 万元，同比下降 77.13 %；净利润-3,517万元，同

比减亏 32.41%。继续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因柴油价格低造成销售亏损，公司从去年下半年起处于

半停产状态，今年 4 月起逐步恢复生产，目前尚未满负荷生产；同时，目前市场生物柴油价格低

于公司的库存生产成本，产量小导致产品的固定成本分摊较大。 

下半年，悦达卡特将完善采购比价程序，规范采购流程；努力降低生产成本，选择先进工艺，

对甲酯蒸馏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建立低含硫产品生产管理方案，力求实现低含硫生物柴油的稳定

生产；加强环氧增塑剂、调和油的销售力度，开展外贸业务，增加盈利性。 

4. 新材料业务。新材料公司上半年销售手机导热膜 30,052㎡，同比增长 392%，完成年度计

划的 9.11%，销售导热油墨 458kg，导电硅脂 200kg；实现营业收入 472万元，同比增长 421%；净

利润-545 万元，同比减亏 21.55%（剔除去年收到张伟明的 2,400万元补偿款）。继续亏损的主要

原因是：上半年导热膜产品售价持续走低；导热膜产品生产工艺尚待完善，市场认可度不高；石

墨烯产品仍然处于研发阶段。 

下半年，新材料公司将努力提高导热膜工艺水平，降低原材料采购和管理成本；加强导热膜

客户的维护和开发；加强石墨烯研发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寻求新材料相关的项目合作。 

5. 汽车业务。上半年，汽车合资公司销售汽车 28.55万辆，同比下降 5.82%，完成年度计划

的 43.92%。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70亿元，同比减少 5.06%；净利润 4.05亿元，同比减少 63.89%。

净利润与去年同比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有：汽车合资公司推出各种促销补贴政策，折扣折让率上

升；因新车型 KX5和新 K5处于费用密集分摊期，销售利润暂未达预期目标；占销售总额比例较大

的 K2、K3毛利率低；根据尾气国五排放的新规，在车型售价不变的前提下 2016 年材料费增加。 

6 月份，汽车合资公司新 K5 混合动力轿车正式下线，并于 6 月 26 日在全国市场正式销售。

预计 11月中旬第二代华骐纯电动汽车正式下线。 

下半年，汽车合资公司将提高“D+S"车型占比，强化 SUV 车型商务政策，提高盈利性；强化

新车销售的网点和终端支持；建立减少长期库存车处理损失的改善方案；持续推进“增收节支”

活动，深化“同行对标”，细化降本方案；积极申报江苏省技术中心。 

6. 拖拉机业务。拖拉机合资公司上半年共销售轮拖 6,129 台，同比下降 20.69%，完成年度

计划的 32.28%；实现销售收入 2.44亿元，同比减少 21.68%；实现净利润-2,506万元，同比减亏



14.19%。继续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因上半年拖拉机市场下滑，导致销售量、销售收入下降，单台

固定成本增加；同时合资公司大力压降期间费用，使亏损同比减少。 

下半年，拖拉机合资公司将根据发动机国二向国三转换政策，及时处理好国二拖拉机库存；

规范供应商管理，压降平均单台拖拉机零件采购成本；优化经销商结构，加强市场营销；推进精

品拖拉机的第二阶段改进研发，实现全系列拖拉机配套国三柴油机。 

7. 火电业务。陈家港电厂上半年售电量 32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6.73%，完成年度计划的

51.27%；实现营业收入 9.99亿元，同比减少 22.07%；净利润 1.28亿元，同比减少 41.47%。净利

润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售电量减少，电价下调。 

下半年，陈家港电厂将继续合理安排发电计划，增强预算管理，加强安全管理，积极争取环

保补贴等相关政策。 

8. 煤炭业务。上半年，西蒙悦达能源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847.56万元，比上年同期 7.46

万元增加 840.09 万元；净利润-2,504万元，同比增亏 14.89%。同比增加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井

工试生产销售煤炭亏损，局部工作面灭火增加费用，水电费和人工费用增加（去年上半年没有生

产）。 

下半年，西蒙悦达能源公司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实现全年安全无事故的目标；完成乌兰渠

煤矿二期征地相关手续办理工作；根据市场和公司实际情况确定煤矿的生产。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764,887,679.61 906,215,374.35 -15.60 

营业成本 653,098,787.99 785,850,796.88 -16.89 

销售费用 25,650,143.09 23,653,334.92 8.44 

管理费用 146,911,058.04 150,694,518.48 -2.51 

财务费用 65,941,616.07 98,691,046.46 -3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844,975.07 289,103,415.59 -6.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211,852.66 590,834,336.62 -43.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047,009.35 -255,869,313.89       

研发支出 2,070,543.41 8,828,322.76 -76.55 

营业收入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悦达卡特公司减少生产。 

营业成本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悦达卡特公司减少生产。 

销售费用增加原因说明:报告期内纺织公司销售费用有所增加。 

管理费用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成本控制。 

财务费用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使融资费用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悦达卡特公司销售收入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东风悦达起亚汽车公司现金分红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增加。 

研发支出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纺织公司和新材料公司研发支出减少。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0,403,880.41 163,379,900.00 -50.79 

长期待摊费用 22,642,574.43 47,899,686.52 -52.73 

预收款项 12,048,950.51 17,241,944.06 -30.12 

原因分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理财产品到期赎

回。 

长期待摊费用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正常摊销。 

预收款项减少原因说明：报告期内西铜公司预收通行费确认收入。 

 

（2）利润表项目变动及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投资净收益 214,235,480.33 417,512,693.08 -48.69 

营业外收入 8,456,920.73 44,839,689.76 -81.14 

原因分析： 

投资净收益下降原因说明：报告期内东风悦达起亚汽车公司利润减少。 

营业外收入下降原因说明：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减少。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净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2.03 亿元，占去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 72.29%，主要原因系公司参股的东风悦达起亚汽车公司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63.89%，公

路收费和陈家港电厂等盈利企业利润也较上年同期减少。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详见前文“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制造业 509,472,126.86 489,240,334.01 3.97 -17.49 -19.56 增加 0.81 个

百分点 

交通业 222,335,692.64 132,912,751.05 40.22 -12.31 -13.57 增加 0.87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纱  线 271,775,938.59 244,874,199.90 9.90 -6.37 -6.74 增加 0.36 个

百分点 

家纺用布 120,021,849.16 115,792,773.91 3.52 -4.67 -0.44 减少 4.11 个

百分点 

家纺制品 48,976,027.06 45,725,911.41 6.64 -1.90 -4.08 增加 2.13 个

百分点 

生物柴油 24,435,987.75 40,203,659.23 -64.53 -78.12 -72.08 减少35.60个

百分点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公司属综合性投资公司。所投资的汽车、公路、电力业务都具有较好的合作股东背景，支

持公司的稳定运行和发展。 

2、公司控股股东悦达集团为国有独资公司， 在 2015 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

布的中国 500 强企业中排名 130 名，在 2015 年度江苏省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 120 家工业企业（集

团）中位居全省第 4 位。公司的发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新增投资项目。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所持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

所有者

权益变

动（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2422 1.2422 105,200,000 2,500,000 0 长期股权投资 发起设立及增资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800,000 0.4793 0.4793 189,800,000 0 0 长期股权投资 发起设立及增资 

合计 24,800,000 / / 295,000,000 2,500,000 0 /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的说明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称 委托理财产品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委托理财起
始日期 

委托理财终
止日期 

报酬
确定
方式 

预计收
益 

实际
收回
本金
金额 

实际
获得
收益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
否
涉
诉 

资金来源
并说明是
否为募集
资金 

关
联
关
系 

淮海农商银行
彭园支行 

" 金 莲 花 “ 共 享 2016 年
9160093273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 2016.1.1 2016.11.02 
合 同
约定 

27.82         是 0 否 否 否   

淮海农商银行
彭园支行 

" 金 莲 花 “ 共 享 2015 年
9150329365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016.1.1 2017.1.4 
合 同
约定 

82.00     是 0 否 否 否   

淮海农商银行
彭园支行 

" 金 莲 花 “ 共 享 2015 年
9150322273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016.1.1 2016.7.6 
合 同
约定 

40.77         是 0 否 否 否   

工商银行徐州
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
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WL182BBX 

3,000 2016.6.17 2016.12.17 
合 同
约定 

42.75     是 0 否 否 否   

工商银行徐州
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
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WL182BBX 

5,300 2015.11.24 2016.5.26 
合 同
约定 

55.21 5300 55.21 是 0 否 否 否   

合计 / 13,300 / / / 248.55 5300 55.21 /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

比例

(%) 

业务范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陕西西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14,315.00 70 公路收费经营 156,248.75 141,661.37 15,305.87 2,451.36 

徐州通达（广通、运通）公路有限公司 26,000.00 55 公路收费经营 48,331.15 26,023.59 6,927.70 23.59 



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 
棉、麻、毛、丝等织物、

针织品、服装生产 

179,616.15 15,897.24 51,006.33 -3,819.29 

江苏悦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100 新材料生产销售 43,447.90 43,549.16 472.21 -544.67 

大丰悦港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 90 物资供应和仓储业 23,873.33 -5,447.23  -344.45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公司 62,400万美元 25 汽车制造销售 2,492,569.08 878,935.64 2,700,790.99 40,540.72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361,497.50 21 公路收费经营 1,408,048.79 812,586.03 150,993.23 58,907.35 

内蒙古西蒙悦达能源有限公司 48,000 43.7 煤炭生产销售 118,006.32 64,820.09 847.56 -2,504.03 

江苏国华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 133,574.00 20 电力生产销售 541,847.45 183,472.39 99,903.59 12,848.28 

马恒达悦达（盐城）拖拉机有限公司 51,400 49 拖拉机制造和销售 75,236.40 21,774.95 24,412.97 -2,505.83 

江苏南纬悦达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4,912万美元 40 纺织纤维生产销售 26,144.11 14,091.20 2,649.09  -2,370.80 

江苏悦达卡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1,750 80 生物柴油的生产和销售 46,755.41 1,504.07 2,733.41  -3,517.36 

江苏悦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80,000 25 
为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

务 
259,732.18 178,595.05 2,206.79 1,135.01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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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为 25 家。包含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陕西西

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一级子公司 8家，二级子公司 8家，三级以下公司 9家。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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