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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股份公司、闽瑞环保 指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办券商、上海证券 指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 指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报告期 指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31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S 纤维 指 ES 纤维是复合纤维的一个重要品种，具有功能性和高

附加值，其做成的无纺布被广泛应用在高档卫生巾、

纸尿裤等卫生用品以及其他产业用纺织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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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陈兴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仕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小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

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年度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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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FUJIAN MR FIBER JOINT CO.,LTD. 

证券简称 闽瑞股份 

证券代码 834720 

挂牌时间 2015 年 12 月 17 日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兴华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陈世泉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7005959650546 

注册资本（元） 163,799,923 

注册地址 福建省松溪县城东开发区 

电话 0599-2380633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福建省松溪县城东开发区 353500 

主办券商 上海证券 

会计师事务所 -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 

 

（二）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比例 

总资产 573,366,244.01 568,530,384.05 0.8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1,865,156.24 470,319,151.54 0.3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7.70% 17.2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7.70% 17.27%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6,344,511.83 99,243,364.83 -43.2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6,004.70 8,748,190.15 -82.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10,458.78 8,506,136.55 -1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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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39,318.05 -37,090,600.15 17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0.33% 2.0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0.81% 1.96%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为： 

1、受原料市场供应紧张影响，公司截至 2018 年末未储备到足额原料，导致报告期内产线无法开足

产能，产销量降低； 

2、设备大检修相应调整春节工厂工人放假周期：由于公司生产设备已运行较长年限，虽每年末都

有进行相关维护、检修，但未进行较大规模深入的检修。报告期公司依据相关经营计划利用春节放假时

间，对所有设备进行了大规模深入维护、检修，根据检修安排延长了工人春节放假周期，减少了报告期

的生产开工时间，导致报告期内产销量降低； 

由于报告期内整体产销量降低，导致公司营业收入额同步减少；报告期内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大幅

增加，使得产品成本增加、毛利减少，出现营业利润亏损，最终影响公司的净利润。 

为应对再生原料市场的波动性，公司 2018 年已经对上游原料市场加大了开发力度；此外 2018 年公

司同步开始对产品进行升级、对生产线进行改造。生产线改造完成后，公司将可以生产使用原生原料的

新品种 ES纤维，预计未来再生原料市场的波动性对公司的产能影响也将降低。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56,499.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48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5,356,463.48 

所得税影响数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5,356,4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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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07,087,547 65.38% 0 107,087,547 65.3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9,612,062 11.97% 0 19,612,062 11.97% 

      董事、监事、高管 1,021,812 0.62% -1,000 1,020,812 0.62%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6,712,376 34.62% 0 56,712,376 34.6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50,623,938 30.91% 0 50,623,938 30.91% 

      董事、监事、高管 6,088,438 37.17% 0 6,088,438 37.17%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63,799,923 - 0 163,799,923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陈兴华 45,765,250 0 45,765,250 27.94% 34,323,938 11,441,312 

2 缪全德 8,170,750 0 8,170,750 4.99% 0 8,170,750 

3 曹益清 8,150,000 0 8,150,000 4.98% 8,150,000 0 

4 缪雨迅 8,150,000 0 8,150,000 4.98% 8,150,000 0 

5 胡晓辉 7,124,000 0 7,124,000 4.35% 0 7,124,000 

6 高扬 6,083,500 0 6,083,500 3.71% 0 6,083,500 

7 缪连华 5,819,000 0 5,819,000 3.55% 0 5,819,000 

8 李若诗 5,680,000 0 5,680,000 3.47% 0 5,680,000 

9 光大富尊投资有

限公司 

5,600,000 0 5,600,000 3.42% 0 5,600,000 

10 宋乐华 3,917,500 0 3,917,500 2.39% 0 3,917,500 

合计 104,460,000 0 104,460,000 63.78% 50,623,938 53,836,062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曹益清是缪全德的配偶，缪雨迅是缪全德的儿子；陈兴华、缪全德、曹益清、

缪雨迅为一致行动人。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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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适用 √不适用  

 

 



9 
 

三、 重要事项 

（一） 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资

金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

履行 

是 公告编号 

2017-044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对

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并

事项 

否      

股权激励事项 否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

押的情况 

是 是 是 公告编号 

2017-044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重要事项详情及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为配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申请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公司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

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3 月

21 日开市起暂停转让。 

目前终止挂牌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二）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经营、依法纳税、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公司切实保障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积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员工合法权益，

不断完善薪酬体系、培训机制等制度，重视人文关怀，丰富员工的文化体育活动。公司按照诚实守信、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供应商和客户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

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加大环保投资，切实推进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三）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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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四） 董事会秘书变动情况及任职资格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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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076,040.89 11,042,389.0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830,073.94 22,264,262.96 

其中：应收票据  154,850.00 4,119,707.53 

应收账款  5,675,223.94 18,144,555.43 

预付款项  106,502,555.46 103,621,867.2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4,182,107.63 4,123,264.0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0,671,229.85 31,501,848.9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108,608.15 4,398,409.79 

流动资产合计  158,370,615.92 176,952,042.0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01,853,837.89 308,548,181.40 

在建工程  64,694,699.53 27,838,073.39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2,593,560.24 12,725,441.7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571,597.59 2,792,757.1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5,800.91 525,905.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916,131.93 39,147,982.64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4,995,628.09 391,578,341.98 

资产总计  573,366,244.01 568,530,384.0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6,950,000.00 50,95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902,222.55 7,673,784.77 

其中：应付票据  5,700,000.00 0.00 

应付账款  6,202,222.55 7,673,784.77 

预收款项  791,561.26 4,136,104.83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462,058.40 3,837,011.04 

应交税费  1,242,380.13 1,028,381.97 

其他应付款  1,005,666.38 1,732,998.33 

其中：应付利息  296,248.02 96,029.09 

应付股利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969,945.08 8,176,807.82 

其他流动负债  0.00 327,055.37 

流动负债合计  83,323,833.80 77,862,144.1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900,000.00 4,9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6,679,587.01 8,593,921.4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597,666.96 6,855,166.92 

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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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177,253.97 20,349,088.38 

负债合计  101,501,087.77 98,211,232.5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63,799,923.00 163,799,923.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4,786,872.48 84,786,872.4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173,235.61 22,173,235.6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01,105,125.15 199,559,120.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71,865,156.24 470,319,151.5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471,865,156.24 470,319,151.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73,366,244.01 568,530,384.05 

 

法定代表人：陈兴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仕漳          会计机构负责人：苏小华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56,344,511.83 99,243,364.83 

其中：营业收入  56,344,511.83 99,243,364.8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9,994,865.85 92,498,623.69 

其中：营业成本  54,237,321.11 85,862,068.85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87,295.97 718,408.72 

销售费用  1,715,100.72 2,707,812.75 

管理费用  2,015,120.83 1,860,245.73 

研发费用  771,836.50 604,414.48 

财务费用  1,678,995.51 161,897.83 

其中：利息费用  1,208,850.22 294,350.01 

利息收入  5,515.60 141,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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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810,804.79 583,775.33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1,544,099.96 1,423,680.2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06,254.06 8,168,421.38 

加：营业外收入  3,812,400.00 140,240.00 

减：营业外支出  36.48 75,001.8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706,109.46 8,233,659.56 

减：所得税费用  160,104.76 -514,530.5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46,004.70 8,748,190.1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46,004.70 8,748,190.15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46,004.70 8,748,190.15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546,004.70 8,748,190.1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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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兴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仕漳          会计机构负责人：苏小华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9,987,494.10 92,408,772.86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62,400.00 1,166,180.2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42,462.04 481,523.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892,356.14 94,056,476.3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9,539,748.14 113,034,534.6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894,099.15 5,833,384.74 

支付的各项税费  67,173.44 3,597,063.3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52,017.36 8,682,093.8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353,038.09 131,147,07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39,318.05 -37,090,600.1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2,990,906.96 2,538,032.92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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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990,906.96 2,538,032.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90,906.96 -2,538,032.9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08,631.29 294,350.0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05,433.3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14,064.67 294,350.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5,935.33 -294,350.0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94.5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66,348.14 -39,922,983.0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042,389.03 109,057,226.2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076,040.89 69,134,243.13 

 

法定代表人：陈兴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仕漳          会计机构负责人：苏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