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510                                                    公司简称：黑牡丹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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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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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19-68866908 0519-68866908 

电子信箱 600510@blackpeony.com 600510@blackpeo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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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3,632,549.33 18,392,093,318.68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701,346,772.59 6,623,166,429.9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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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16,232.32 -356,835,448.62 70.63 

营业收入 3,405,006,501.14 2,410,401,151.77 4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6,611,144.36 131,261,733.83 3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1,870,903.64 123,660,653.21 38.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63 2.79 减少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7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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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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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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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3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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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凡强 境内自然人 0.39 4,080,200 0 无 0 

曹德法 境内自然人 0.37 3,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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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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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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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贸易持续低迷，虽然房地产及基建行业有所回暖，

但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对企业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坚持年初提出的“做精做强两大基础产业，集中优势寻求新兴产业突破”的工作思路，

顺时而变、顺势而为，加大调整创新力度，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在上半年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与成

效。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87.64亿元，比上年期末增加 2.02%；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4.0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1.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77亿元，同比增加 34.55%，公

司经营情况良好。 

1、城投业务：稳步推进、抢抓机遇，新老项目齐发力 

（1）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及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断发展 

2016年上半年，公司城建板块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完成了道路、河道、

道路照明、绿化等项目，竣工房屋建筑面积 67.2万平方米，建成公园面积 17.35公顷，新开工安

置房 10.16万平方米，新开工代建项目 3.02万平方米。 

S122 省道项目的基层及绿化工程基本完成，路面施工即将展开。 

新龙湖公园二期，玉龙路绿化，百馨西苑三期、四期等项目基本完成；三江口土壤修复工程，

瀛平路、建业路等道路工程，新景花园四期，新桥高中、飞龙小学、银河幼儿园等代建项目稳步

推进；中央艺术公园，珠江路拓宽改造，香山福苑等工程开始前期筹备工作。 

万顷良田项目基础工程建设和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孟河镇安置工作现正稳步推进中。 

（2）房地产项目抓住市场机遇，大力拓展销售 

公司房地产项目中多项举措并行，紧抓客户需求、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大力拓展市场销售，

在稳步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快产品去化速度。 

在销售方面取得较大突破，祥龙苑二期完成项目销售 93.7%，一期完成项目销售 76.8%；怡盛

花园住宅商铺、项目销售完成 59.3%。 

在项目推进方面，怡盛花园后期配套、道路及绿化景观工程建设完成，通过综合验收，完成

竣工和交付备案，按时达到竣工交付条件；牡丹国际花园（即欣悦湾）一期项目完成售楼处建设，

相关建设方案正在审批过程中；绿都万和城 01 地块 A、B 区竣工交付，交付面积 22 万多平方米；

苏州兰亭半岛生活广场（即，苏州独墅湖月亮湾项目）项目 1 号楼酒店精装修工程基本完成，正

在筹备酒店开业；政泰路 BT 项目按计划推进，完成相关路段大部分沥青面层、桥梁和绿化施工，

开始交通标志标线施工；奔发路等 PPP 项目推进工程设计等前期工作。 

2、纺织业务：强化品牌、深化技改，加快全球化步伐 

2016上半年，公司纺织业务以“中国制造 2025”为指引，以智能制造为目标，重点做好技术

改造和信息化建设，同时以客户为中心，增加快速反应能力，稳定产品质量，推进新品开发和技

术攻关，持续强化黑牡丹的品牌竞争力。 

上半年，公司牛仔面料产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增长，自主品牌 ERQ 转型效果初显。在技

术改造方面，公司添置了部分宽幅剑杆织机、整经机等先进设备，还推进完成了预缩机、污水站

等重点技改项目，大幅提升了机台运转率和产品品质。 

3、投资业务：紧贴集团战略，明确定位，提升投后管理能力 

2016 年以来，产业投资板块立足于集团战略、专注于自身定位，依托集团在产业经营方面的

经验和资源，借助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集中优势寻求新兴产业的突破。公司按照集团部署要求，

有序开展项目考察、储备及尽调，力争在智能制造、大健康等领域发掘优质项目。 

公司加强并提升投后管理能力，加强对集星科技，中钢新型等项目的投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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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后管理工作，密切关注已投资的 Kateeva、

常熟汽饰、海益科技、中北通磁、中钢新型、格蒂电力、地标科技等项目进展。公司还在上海陆



家嘴设立办事处，作为公司对外投资、贸易洽谈的窗口。 

上半年，公司抓住建设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的契机，加对黑牡丹科技园建设，在“打

造有活力的绿色产业社区”概念定位的基础上，园区将产业主题定位为“打造立足常州、辐射长

三角的全产业链检验检测产业园”，上半年突破性完成了“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的挂牌

成立和首批 8家入驻企业的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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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5,006,501.14 2,410,401,151.77 41.26 

营业成本 2,838,539,294.54 1,994,737,689.91 42.30 

销售费用 35,688,666.66 30,933,386.42 15.37 

管理费用 82,054,027.30 82,232,506.13 -0.22 

财务费用 39,158,811.09 50,642,978.51 -2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816,232.32 -356,835,448.62 70.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67,271.24 -22,414,381.72 -27.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158,659.05 775,251,394.19 -131.62 

研发支出 13,905,005.77 13,518,294.31 2.8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安置房收入增加 5.34亿元，商品房收入增加 4.36

亿元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相应成本结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子公司绿都房地产售楼处装修费摊销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部分自有资金用于北部新城项目导致利息收入增

加，以及因汇率变化导致汇兑收益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商品房销售回款金额较

上年同期增加 4亿元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江苏银行分红

款 880万，而本期未收到分红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发行债券 18亿元，

而本期发行债券 5亿元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增加系研发投入略有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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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资产减值损失 7,651,597.90 89,546.68 8444.81 

投资收益 108,303.00 8,850,052.70 -98.78 

营业外收入 6,931,622.62 10,136,938.32 -31.62 

所得税 77,366,800.64 57,042,228.92 35.63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上年同期转回前期计提的部分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江苏银行分红款 880 万，而本期未

收到江苏银行分红款所致。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期确认政府搬迁收益 378 万元，以及上期收

到中央财政贴息 309 万元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子公司绿都房地产开发的绿都万和城项目 01

地块高层交付，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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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公司 2012 年 9 月 12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1）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发行了 2013 年度第一期定向工具，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

期限为 3 年，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5.90%。该期定向工具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

到期兑付完毕。 

    （2）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了 2014 年度第二期定向工具，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

元，期限为 3 年，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6.90%。 

2、经公司 2013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1）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了 201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该期短期融资券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到期兑付完毕。 

    （2）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发行了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该期短期融资券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到期兑付完毕。 

    （3）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7 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该期短期融资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到期兑付完毕。 

    （4）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

元，期限为 366 天，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4%。 

    3、经公司 2013 年 9 月 16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证监

会申报了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申请文件。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发

行了 2013 年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5 亿元，期

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面值发行，票面利率

为 5.40%。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发行了 2013 年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

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5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面值发行，票面利率为 4.30%。 

    4、经公司 2014 年 9 月 4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2015 年 6 月 24 日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 2 亿元，于公司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公司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

回时到期，单位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前 3 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为 6%。 

该中期票据尚有 8 亿元额度已注册未发行，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资金价格情况在有效

期内择机发行。 

5、经公司 2015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 9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交易商协会接收了公司

的注册文件，目前正在审核中。 

6、经公司 2015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发行了 2016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

期限为 270 天，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3.98%。 

该超短期融资券尚有 10 亿元额度已注册未发行，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资金价格情况在

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7、经公司 2015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发行了 2016 年度第一期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

亿元，期限为 5 年，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5.00%。 

该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尚有 3 亿元额度已注册未发行，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资金价格情况在

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按照年度经营计划顺利进行。 

(4) 其他 

资产构成变化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37,418,568.18 17,302,543.00 116.26 

应收账款 5,165.878,532.59 3,803,318,663.73 35.83 

其他流动资产 246,066,694.33 506,434,263.55 -51.41 

长期应收款 130,000,000.00 - 不适用 

在建工程 20,404,766.67 12,502,807.52 63.20 

长期待摊费用 40,520,353.70 19,013,774.28 113.11 

应付票据 541,823,863.21 222,329,367.05 143.70 

应付账款 1,553,652,898.17 1,192,845,146.82 30.25 

应付职工薪酬 8,914,620.57 38,219,319.11 -76.68 

应交税费 70,950,676.31 121,971,302.56 -41.83 

应付股利 87,131,125.48 600,674.32 14405.57 

长期借款 1,247,561,485.25 768,537,435.46 62.23 

其他非流动负债 700,000,000.00 500,000,000.00 40.00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子公司黑牡丹纺织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子公司黑牡丹建设应收政府及下属部门道路工程款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账龄一年以上的北部新城、万顷良田项目代垫

款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所致。      

长期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子公司黑牡丹建设应收政府及下属部门 BT 项目建

设工程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子公司黑牡丹纺织购进生产设备，报告期末尚处于

安装调试过程中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系支付银行保函费所致。      

应付票据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子公司黑牡丹建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材

料款所致。      

应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应付房地产开发项目及道路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前期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本期缴纳上年末计提的企业所得税所致。   

应付股利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 2015 年度分红款尚未支付所致。    

长期借款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本期发行 2016 年度第一期理财直接融资工

具 2 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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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纺织行业 617,564,383.88 502,753,906.51 18.59 8.18 5.66 增加 1.94 个百分点 

建筑行业 1,125,773,692.18 1,003,523,234.38 10.86 -6.26 -1.74 减少 4.09 个百分点 

房地产行业 1,588,796,538.35 1,273,819,738.22 19.82 157.15 165.55 减少 2.54 个百分点 

其他行业 3,287,418.02 3,162,647.02 3.80 -10.97 -4.06 减少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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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纺织服装 617,564,383.88 502,753,906.51 18.59 8.18 5.66 增加 1.94 个百分点 

工程施工 1,125,773,692.18 1,003,523,234.38 10.86 -0.83 -1.74 增加 0.83 个百分点 

安置房销售收入 1,000,497,575.24 867,551,343.78 13.29 114.69 123.75 减少 3.51 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收入 588,298,963.11 406,268,394.44 30.94 287.49 341.75 减少 8.48 个百分点 

土地一级开发项

目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万顷良田工程项

目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 3,287,418.02 3,162,647.02 3.80 -10.97 -4.06 减少 6.92 个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3,019,413,528.75 42.85 

国外 316,008,503.68 12.99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业定位优势 

公司抓住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契机，进一步完善城市资源综合开发主业内涵，已逐

步形成了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前期开发、保障性住房建设、房地产开发、科技园运营和产

业投资、纺织服装制造业模式创新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2、品牌和技术优势 

“黑牡丹”品牌具有在行业和区域的影响力，并通过业务链的延伸扩充到了其他领域。作为

全国最早生产牛仔布的企业之一，“黑牡丹”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并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批准为国内牛仔布行业第一个出口免验商品。公司建设多个基础设施项目获得多项省、

市级奖励。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注重产品质量的持续提高，注重科技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在牛仔布染

色在线控制等领域填补了世界空白，又解决了牛仔布预缩率等行业难题,公司持续投入研发资金用

于设备改良和技术改造，形成在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政府资源优势 

依托大股东常高新作为新北区政府投融资和建设平台的优势，公司拥有丰富的政府资源、园

区企业资源和土地资源作为业务发展的支撑，与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

从立项、建设、交付，回购等各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运作，使得目前安置房建设、市政建设工

程和代建工作取得稳步发展。前期形成的良好业务合作关系，也为公司今后业务模式创新奠定了

基础，公司还尝试 PPP 等政企合作方式，取得新的突破。 

4、平台整合优势 

公司按照城市资源综合功能开发主业要求布局，形成了三大板块，即纺织服装业务、城镇化

建设业务和产业投资业务。公司能够实现对各产业资源的整合，推进产业间资源互补和共享，从

而实现公司整体收益。 

目前公司已基本形成“多元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的人才体系，纺织服装业务、城镇化建设

业务和产业投资业务分别引进和培育了专门的管理团队，为公司进一步发掘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

机会奠定了基础。 

5、多元化的资本运作优势 

公司利用上市公司平台逐步拓宽融资渠道，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积极探索间接融资和直接

融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融资。公司在前期完成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等债权融资的基础

上，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实现股权融资的突破，公司权益资本的增厚为公司进一步提高资本运作

能力奠定了基础。上述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资金筹措的灵活性、稳定性，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

持续高效的资金支持。公司还加强资金的统筹管理，保证资金链的安全畅通，并有效地控制融资

成本。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投资额 上年同期投资额 变动幅度 

330.00 1,500.00 -78.00% 

说明：公司参股股权投资企业共 9 家，主要涉及实体产业及金融业。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外参

股投资 3.59 亿元，较期初数增加 340.42 万元，主要系本期对宜兴基金出资 330 万元；本期实现

股权投资收益 10.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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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600377 宁沪高速 18,000.00 - - 83,400.00 - -4,1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合计 18,000.00 / / 83,400.00   -4,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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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 

银行 
132,000,000.00 1.06 1.06 132,000,000.00 0 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购买 

合计 132,000,000.00 / / 132,000,000.00 0 0 /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的说明 

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持有江苏银行1.1亿股，该笔股权投资仍按成本法计量。2016年8

月2日江苏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范，公司将在第三季度报

告及以后的定期报告中按公允价值（即证券交易市场期末收盘价）计量该笔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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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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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5 非公开发行 1,600,000,000 671,000,000 1,271,000,000 301,138,782.75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 1,600,000,000 671,000,000 1,271,000,000 301,138,782.75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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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期末总资产 

（万元） 

期末净资产 

（万元） 

本期净利润 

（万元） 

黑牡丹纺织 纺织 8,000.00 55,268.45 13,070.46 3,324.86 

荣元服饰 服装加工 5,000.00 5,932.93 4,856.96 -181.83 

溧阳服饰 服装加工 1,800.00 1,693.20 1,647.22 -62.78 

黑牡丹时尚 服装 3,000.00 1,864.16 -10,586.47 -389.59 

大德纺织 纺织 1,000.00 2,541.85 -5,232.41 -588.68 

黑牡丹进出口 进出口贸易 1,000.00 19,428.35 7,092.24 574.23 

黑牡丹香港 贸易 500 万港币 21,314.76 4,832.24 606.69 

牡丹创投 投资 30,000.00 29,884.43 29,883.63 -33.37 

牡丹广景 投资 5,000.00 3,904.68 4,476.94 291.07 

黑牡丹置业 房地产开发 50,000.00 635,439.06 230,009.28 2,772.18 

黑牡丹建设 建筑业 32,900.00 568,608.56 165,746.63 8,231.29 

绿都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 20,000.00 253,909.44 70,971.74 7,286.08 

新希望 万顷良田工程 45,000.00 171,368.16 49,958.70 -2.98 

绿都物业 物业管理 50.00 29.63 -37.00 -12.44 

牡丹华都 房地产开发 2,000.00 40,146.23 324.58 -938.90 

丹华君都 房地产开发 10,000.00 125,249.44 7,209.32 -57.05 

牡丹物业 物业管理 300.00 406.38 93.90 10.07 

孵化器 企业管理服务 100.00 71.63 70.80 -4.89 

黑牡丹科技园 房地产开发 10,000.00 70,582.28 10,672.96 560.01 

库鲁布旦 贸易 100 万美元 520.87 536.59 0.92 

黑牡丹商服 餐饮及其他服务 500.00 326.40 -1,020.08 -289.67 

牡丹景都 房地产开发 7,000.00 59,234.47 4,902.17 -922.94 

维雅时尚 酒店服务 100.00 37.57 36.55 -2.28 

黑牡丹发展 投资管理 500.00 100.18 100.18 0.14 

嘉发纺织 纺织 1000 万美元 6,886.66 6,259.37 -183.55 

黑牡丹香港控股 投资管理 1,000.00 44,800.00 1,000.00 - 

黑牡丹香港发展 投资管理 44,100.00 44,100.00 44,100.00 - 

牡丹新龙 建筑业 65,000.00 44,000.00 43,978.00 -22.00 

合计 2,207,649.77 684,954.50 19,964.59 

①报告期公司投资成立黑牡丹香港控股、黑牡丹香港发展、牡丹新龙三家子公司。 

②子公司黑牡丹置业 2016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85,366.68 万元，利润总额 3,803.90 万元，

净利润 2,772.18 万元，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92.71%，主要原因系本期安置房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加。             

③子公司黑牡丹建设 2016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2,995.53 万元，利润总额 10,995.99 万元，

净利润 8,231.29 万元，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18.95%，主要原因系本期道路工程收入较上年同期

减少。 



④子公司绿都房地产 2016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554.82 万元，利润总额 9,714.77 万元，

净利润 7,286.08 万元，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232.49%，主要原因系本期商品房项目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加。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黑牡丹常州

科技园 
122,257.00 

3#-19#楼已完成竣工

验收等相关手续，招商

销售等工作稳步推进。 

603.00 60,109.49 
报告期内净利

润 560.01 万元 

合计 122,257.00 / 603.00 60,109.49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项目金额为已取得立项的总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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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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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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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黑牡丹进出口、大德纺织、黑牡丹香港、溧阳服饰、荣元服饰、牡丹广景、黑牡丹

建设、黑牡丹置业、新希望、牡丹华都、丹华君都、牡丹创投、黑牡丹时尚、绿都房地产、绿都

物业、牡丹物业、库鲁布旦、黑牡丹孵化器、黑牡丹科技园、黑牡丹商务、牡丹景都、维雅时尚、

黑牡丹纺织、嘉发纺织、黑牡丹发展、黑牡丹香港控股、黑牡丹香港发展、牡丹新龙纳入本期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 8“合并范围的变更”和附注 9“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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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戈亚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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