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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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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房巷 股票代码 6003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民 何兴生 

电话 0510-86229867 0510-86229867 

传真 0510-86229823 0510-86229823 

电子信箱 jssfx@sfxjt.com jssfx@sfxjt.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年(末) 201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1年(末) 

总资产 1,520,188,936.60 1,545,284,976.05 -1.62 1,540,942,55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9,191,030.39 1,180,291,879.53 0.75 1,166,935,70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82,532.40 182,734,757.18 -44.36 99,307,807.71 

营业收入 1,324,972,283.68 1,495,281,651.80 -11.39 1,527,651,20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844,035.46 29,301,055.66 -15.21 33,012,54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77,380.93 28,403,373.18 -17.70 32,003,125.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2.50 减少 0.40个百分点 2.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79 0.0919 -15.23 0.1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79 0.0919 -15.23 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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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27,2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26,35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苏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33 160,491,960 
 

质押 160,491,960 
 

梁荣 境内自然人 0.56 1,783,600 
 

未知 
  

浙江博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未知 0.45 1,439,370 
 

未知 
  

许寿根 境内自然人 0.38 1,208,300 
 

未知 
  

胡志平 境内自然人 0.31 996,000 
 

未知 
  

纪秋吟 境内自然人 0.31 979,802 
 

未知 
  

东方汇理银行 未知 0.29 914,500 
 

未知 
  

刘广华 境内自然人 0.28 891,201 
 

未知 
  

王淑贞 境内自然人 0.27 860,055 
 

未知 
  

陈磊 境内自然人 0.24 754,483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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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世界经济延续了缓慢复苏的态势，国内经济全年整体运行相对平稳，但纺织

行业面临着金融危机以来外需持续不振，也面临着内需增速放缓。2013 年国内外棉价差保

持在 4000-5000 元/吨，进口纱冲击国内市场，棉纱产能过剩，消费低迷等因素，给纺织企

业增加了明显的困难。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下，带领全体员工

共同努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坚持将市场经营开发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深化内部

管理，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和成本控制水平，使公司的经营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32497.2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1.39%，营业利润 4162.6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0.5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84.4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5.21%。 

报告期在市场营销方面，在市场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公司提升质量和服务，千方百

计做好市场销售工作，做到客户不能丢，份额不能减，始终坚持把"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放在首位；注重加强服务质量，通过开展大客户回访活动，从客户感情上、客户服务上多培

养多维护，根据客户情况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坚持内销保住老客户，开发新客户，外销积极

拓展国外市场，拓宽销售渠道，2013 年公司参加了孟加拉（达卡）国际面料展，加大与阿

里巴巴等商务平台的合作等一系列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报告期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严抓过程管理，切实做好产品品质，真正发挥生产的基础

保障作用。1）结合公司的内控制度建设和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严抓基础管理和生产过程管

理，严格工艺流程，加强生产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切实做好产品品质；2）克服工艺技术难

题，制定合理可行的攻关项目，积极推进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助剂的使用和利用，

努力解决特殊纤维、纱线、高纱支的生产难度，积极稳妥推进公司提升品质，提高产品附加

值的战略转型目标；3）规范操作，强化工艺纪律，狠抓落实，保证工艺设计和产品成品的

一致性，重点解决目前突出的如产品色差、产品手感、色牢度等问题；4)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创造安全生产的环境，继续强化完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要坚持不懈地

进行安全生产和消防知识教育，特别要做好重点部位、主要工序的安全防范，增强安全意识，

做到警钟常鸣，防患于未然。要严格值行定期和不定定期安全检查制度，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努力创造良好的安全发展环境。 

报告期在技术创新方面：主要围绕主营业务，在国家重点支持发展与公司核心技术相关

的新产品和现有产品的技术升级展开，通过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 28 项实用新型专利，公司研发的金属纤维混纺纱及印染布、耐高日晒特

夫隆方格布、PBT 矿物增强导热材料、PBT 增强流光打印材料被评为省级高新技术产品，AFA

抗菌整理面料、YPR 无机抗菌纤维混纺纱、YPR 无机抗菌面料等一系列新产品获得省级新产

品新技术称号。高档休闲亚麻印染布获得了江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二等奖、防辐射金属纤

维混纺纱及印染布的研究与开发、PBT 矿物增强导热材料的研究与开发获得了江阴市科学技

术进步奖的三等奖。 

报告期在节能减排方面，公司一方面通过技术改造，淘汰部分产能落后高能耗设备，引

进低能耗高产能的先进设备，报告期引进先进的胶球清洗装置，提高凝汽器的热交换效率，

提高发电量；另一方面通过重大技术攻关和小改小革的有效结合，内部挖潜、产学研究相结

合等一系列创新机制，提高企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从源头开始，减少浪费，节约染料、化工

助剂和水、电、汽。报告期磨煤机长期使用，内部衬板磨平，出粉效率降低，公司通过技术

改造提高出粉率，降低单耗，在同等制粉度的前提下，节约时间，少用电，为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报告期为优化资源配置，整合资源，转型发展，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利益，公司和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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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三房巷集团筹划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会同中介机

构与交易对方进行了充分沟通和磋商，就合作条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仍未能就相关重要

交易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从保护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出发，经审慎考虑，相关各方决定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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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972,283.68  1,495,281,651.80  -11.39  

营业成本 1,212,198,136.57  1,379,474,080.16  -12.13  

销售费用 10,621,952.62  11,305,100.22  -6.04  

管理费用 56,738,865.14  56,732,813.02  0.01  

财务费用 -5,304,480.16  -5,312,654.1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82,532.40  182,734,757.18  -44.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15,915.09  -11,467,327.8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44,884.60  -15,944,884.60  0  

研发支出 39,919,731.88  40,784,490.02  -2.12  

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营业收入 132497.23 万元，较上年 149528.17 万元减少 11.39%，其中染色整理

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17.41%、棉纱业务同比减少 20.7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染色整理产品和

棉纱制品销量和销售价格下降所致。 

(2)  以实物销售为主的公司产品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产品名称 项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同比增减（%） 

染色、整理（万米） 

产量  5886.69 6631.69 -11.234 

销量 4882.75 5585.21 -12.58 

库存量 633.22 513.91 23.22 

棉纱（吨） 

产量 15975.24 17940.58 -10.95 

销量 12332.93 15183.05 -18.77 

库存量 2008.87 828.22 142.55 

PBT塑料（吨） 

产量 17851.08 15743.82 13.38 

销量 18004.42 16523.29 8.96 

库存量 1484.64 1637.98 -9.36 

电（万度） 
产量 24330.79 25048.86 -2.87 

销量 24330.79 25408.86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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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吨） 
产量 660136.45 688365.60 -4.10 

销量 660136.45 688365.60 -4.10 

 (3)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前五名客户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28710.27 万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21.66%。 

  3、  成本 

(1)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染色整理 

直接材料 394,341,999.07 83.23 466,830,148.05 85.46 -15.53 

直接人工 12,056,827.22 2.54 15,131,283.76 2.77 -20.32 

燃料动力 39,577,323.17 8.35 42,334,819.18 7.75 -6.51 

制造费用 27,810,388.36 5.87 21,959,480.40 4.02 26.64 

合计 473,786,537.82 100.00 546,255,731.39 100.00 -13.27 

棉纱 

直接材料 190,340,406.11 69.68 261,678,468.26 74.89 -27.26 

直接人工 17,534,862.51 6.42 17,156,379.75 4.91 2.21 

燃料动力 28,576,422.31 10.46 32,495,790.56 9.30 -12.06 

制造费用 36,694,040.32 13.43 38,086,464.20 10.90 -3.66 

合计 273,145,731.25 100.00 349,417,102.77 100.00 -21.83 

PBT 工程塑

料 

直接材料 227,901,078.54 94.35 235,548,438.13 93.41 -3.25 

直接人工 3,782,346.98 1.57 5,799,822.37 2.30 -34.79 

燃料动力 3,139,849.85 1.30 3,076,427.52 1.22 2.06 

制造费用 6,737,190.37 2.79 7,741,502.03 3.07 -12.97 

合计 241,560,465.74 100.00 252,166,190.05 100.00 -4.21 

电、蒸汽 

直接材料 178,826,332.64 76.73 206,873,623.57 77.81 -13.56 

直接人工 7,318,683.61 3.14 7,151,909.10 2.69 2.33 

制造费用 46,924,703.75 20.13 51,844,694.25 19.50 -9.49 

合计 233,069,720.00 100.00 265,870,226.92 100.00 -12.34 

 

(2)  主要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为 41856.48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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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费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销售费用 10,621,952.62 11,305,100.22 -683,147.60 

管理费用 56,738,865.14 56,732,813.02 6,052.12 

财务费用 -5,304,480.16 -5,312,654.19 8,174.03 

所得税费用 3,711,035.89 3,862,319.48 -151,283.59 

（1）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销量减少相应运输费用减少所致。 

（2）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母公司利润下降所致。 

 

5、  研发支出 

(1)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39,919,731.88 

本期资本化研发支出 0 

研发支出合计 39,919,731.88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2.89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3.01 

6、  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682,532.40  182,734,757.18  -81,052,224.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15,915.09  -11,467,327.89  -13,948,587.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44,884.60  -15,944,884.60  0 

（1）经营性活动的现金净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新源公司脱硫脱销工

程改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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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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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789,903,925.37 746,932,269.07 5.75 -18.73 -16.61 减少 2.09个百分点 

化工 290,233,538.54 241,560,465.74 16.77 1.00 -4.21 增加 4.52个百分点 

热电 249,963,178.04 233,069,720.00 6.76 -6.59 -12.34 增加 6.11个百分点 

其他材料 78,652,066.62 7,394,289.67 5.99 49.59 48.01 增加 1.00个百分点 

其中：内部抵消 83,780,424.89 83,307,2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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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染色、整理 487,968,948.12 473,786,537.82 2.91 -17.41 -13.27 减少 4.64个百分点 

棉纱 301,934,977.25 273,145,731.25 9.53 -20.77 -21.83 增加 1.22个百分点 

PBT改性树脂 290,233,538.54 241,560,465.74 16.77 1.00 -4.21 增加 4.52个百分点 

电、蒸汽 249,963,178.04 233,069,720.00 6.76 -6.59 -12.34 增加 6.11个百分点 

其他材料 78,652,066.62 7,394,289.67 5.99 49.59 48.01 增加 1.00个百分点 

其中：内部抵消 83,780,424.89 83,307,210.91 
    

染色、整理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及毛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本期产销量及销

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棉纱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本期棉纱销量和销售价格下降所

致。 

电、蒸汽毛利率比上年同期上升，主要原因是本期原煤价格同比下降所致。 

PBT 改性树脂毛利率比上年同期上升，主要原因是本期产量和销量增加及原料价格下降

所致。 

其他材料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棉花和坯布销售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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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511,129.51 -13.06 

国外 355,461,154.17 -6.50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应收票据 26,309,596.81 1.73 61,343,216.35 3.97 -57.11 

预付款项 27,665,458.72 1.82 16,317,083.66 1.06 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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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利息 959,357.04 0.06 662,480.00 0.04 44.81 

其他应收款 4,624,059.90 0.30 2,014,072.33 0.13 129.59 

在建工程 2,140,565.74 0.14 884,615.41 0.06 141.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87,337.42 0.31 2,173,905.32 0.14 120.22 

应交税费 1,362,920.90 0.09 4,738,909.14 0.31 -71.24 

应收票据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主要是客户减少使用票据结算所致。 

预付款项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新源公司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主要是预付棉花保证金以及业务员备用金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本期新源公司脱硫脱硝工程改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母公司以后年度可抵扣的亏损增加。 

应交税费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主要增值税进项税金期末留抵数不同，导致期末应交增

值税较年初有所下降。 

(四)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技术优势：公司建立了产品研发中心，公司和子公司济化公司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引进了较为先进的设计系统、检测设备，超前进行印染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公

司近年获得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82 项、外观设计专利 20 项。 

规模优势：公司技术装备精良，主要设备从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引进，现有 7

条 180CM 轧染生产线、2 条 320CM 的特宽染色线、3 条圆网印花线、进口汽流纺纱机 12 台/

套、2 万锭环锭纺和 7 万锭紧密纺。 

管理优势：公司在生产实践中，建立并有效实施符合 GB/T 19001-2008/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GB/T 24001-2004/ISO 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GB/T 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要求的综合管理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在人、

财、物、产、供、销诸方面，不断夯实管理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和理念，能够对行

业发展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稳健驾驭企业，保持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 

3.2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纺织业：2014 年随着国际社会复苏缓慢，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和国家最低工资制度的不断强化，纺织业面临的用工压力进一步凸显，"招工难"已经成为普

遍现象，企业的用工成本压力持续加大。国内外棉价严重倒挂，国内纺织企业的成本优势下

降，出口竞争力逐渐减弱等，但是公司对未来纺织行业前景充满信心，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

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时提出，要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随着中国城乡

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城镇化建设有序推进，稳健货币政策的延续，《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

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以及营改增试点扩围等

各种惠民生、扩内需措施进一步落实并显现效果，内需市场有望实现稳定较快增长；其次，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纺织服装市场刚性需求巨大，在国内经济平稳运行的大环境下，纺织服

装需求也会稳定增长。 

PBT 工程塑料：公司的 PBT 工程塑料行业属于化工行业的一个较小的子行业，被广泛

应用到家电、IT 通讯、汽车、家居建材、玩具、电动工具、灯饰等诸多领域，随着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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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和环保意识的大幅提升,高性能改性塑料也随着改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下游行业对塑

料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逐步取代普通塑料和其他材料，"汽车轻量化、家电轻薄时尚化"

等根本趋仍将不断推动汽车、家电等产品需求的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中国"等政

策的逐步推进，将有助于推动企业技术升级与创新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与调整，给化工新材料

行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产品所用原材料受原油价格的影响，波动较大，国内市场

竞争也日益激烈，使公司同样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热电：从国内发展趋势看，火力发电依然是国家电力发展的主流，公司的热电联产是一

种高效能源生产方式，可以显著提高燃料利用率。主要是为满足公司自身及周边相邻企业的

生产生活需要，随着国内经济环境总体呈现回暖之势，三房巷工业园区建设的不断加快和入

驻企业项目相继投产，用电、用汽将持续上升，保证了公司的热电生产和销售的稳定，但由

于燃煤价格的波动，对热电生产经营的压力仍然很大。 

(二)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向导，以科技为动力，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以现

有产品为基础，努力创造高、新系列产品的同时，完善产业链，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把

企业做强做精。 

(三)  经营计划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2014 年公司将本着积极、稳健的态度，紧跟经济、行

业形势，把握外部有利条件，妥善安排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确保稳中求进。力争在 2014 年

度生产印染布 5000 万米，纱 16500 吨，PBT 工程塑料 18000 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5000

万元左右，营业成本控制在 125000万元左右，努力使全年期间费用控制在 7500 万元以内。 

为实现 2014年度经营计划，公司拟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1）继续加强营销工作力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提升市场开拓能力，

做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在巩固原有客户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新的客户，另一方面要树立

品牌效应，提升企业形象，提高行业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2)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高效、节能、环保"的发展趋势，进一

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引进与培养更高层次的研发人才，完善技术研发的软硬件设施，加快

应用技术的研发，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提高自主创造能力，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

升产品的毛利水平和盈利能力。同时把研发成果与员工的自身效益相挂沟，调动技术人员工

作积极性。 

3）加强财务管理，进一步完善成本核算体系，严格控制管理、销售、财务三大费用，

切实降低生产成本；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快货款清收，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加强资金筹措

和管理工作，积极争取优惠政策，努力降低融资成本，节约利息支出，减少财务费用，有效

地增强成本控制能力，提升经营质量。 

4）持续完善内部控制建设，进一步提高企业运营质量，优化管理流程和体系，逐步推

进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流程化、信息化水平，实行制度管人、标准管事，规范每个员工的

工作行为，进一步明晰职责，促进管理机制和水平的提升，为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夯实基

础。 

(四)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为保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根据新年度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目标和任务，公司资

金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正常生产经营方面的资金需求；二是项目技改投资的资金需求。

资金来源主要为，①产品销售和提供劳务等经营性资金流入、历年积累自有资金；②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稳定银行融资渠道。 

2014 年，公司将继续以技术改造为重点，淘汰部分落后不能滿足需求的旧设备，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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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填齐补平，公司自有资金能够满足其需求。 

(五)  可能面对的风险 

1)市场风险：公司产品作为纺织服装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产品价格成本转移不能同步协

调，受到上下两个产业环节的挤压，盈利空间进一步缩小。企业增支减利因素增多。采取的

对策：未来将继续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推动技术创新，加快新产品的开

发步伐，生产科技含量、附加值高的产品，提高公司核心竟争能力，同时，通过不断强化内

部管理来进一步提升市场综合竞争力，提升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率。 

2)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材料为坯布、棉花、燃煤等，棉花是生

产坯布和纱线的主要原料，煤炭为公司热电产业主要原料，棉花和煤炭价格波动较大，公司

原材料采购价格的波动并不能完全通过调整相应产品售价转嫁到下游客户，因此，公司需承

担相当部分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针对这一风险，一是加强信息管理，建立原材料预警机

制，在预计原材料涨价的前提下，预先采购储备一定量的原材料，降低原材料涨价影响；二

是采取长期战略协作与重要供应商如新疆地区的棉花生产商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

三是针对国内棉花价格高于国际棉花价格，公司积极申请配额，由专人负责跟踪棉花市场波

动，准确把握棉花价格趋势，合理安排国内外原材料采购，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3)汇率风险: 公司的外贸业务以外币交易及结算，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大，将对公司

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采取的对策：充分发挥公司规模优势、资源优势，加大市场开拓能

力，加快自身结构调整，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通过财务手段，用好用足出口退税政

策和汇率政策，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降本增效，增加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4)环保风险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加

强综合治理，明显改善环境质量"，预计未来国内环保治理要求将不断提高，必将增加公司

环保治理成本。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宏观经济发展及政策变化，加大环保设备

的投入，加强环保设备的管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实施节能减排项目，减少污染物排放

总量；加强环保人员的素质教育，严格做到不达标不排放，不偷排漏排。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4.2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