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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7                           证券简称：建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8 

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建新股份 股票代码 3001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建民 刘强 

办公地址 沧州市清池南大道建新大厦 9 楼 沧州市清池南大道建新大厦 9 楼 

电话 0317-3598366 0317-3598366 

电子信箱 cxw@jianxinchemical.com jxzqb300107@126.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3,832,641.32 642,636,410.11 -1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612,228.44 283,370,530.66 -2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09,730,042.75 289,174,796.66 -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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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85,563.59 267,223,157.20 -9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36 0.5183 -25.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36 0.5183 -25.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2% 25.20% -12.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49,490,857.99 1,731,222,160.26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33,607,607.49 1,576,548,948.73 3.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1,7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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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守琛 境内自然人 39.30% 215,768,643 161,826,482   

朱泽瑞 境内自然人 6.55% 35,961,440 26,971,080   

黄吉芬 境内自然人 3.64% 19,978,577 14,983,933   

陈学为 境内自然人 1.22% 6,697,469 5,265,102   

朱秀全 境内自然人 1.19% 6,523,224 5,084,918   

张文泽 境内自然人 0.93% 5,112,229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3% 4,014,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五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3,174,781    

唐俞萍 境内自然人 0.40% 2,182,900    

陆轶智 境内自然人 0.38% 2,08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泽瑞为朱守琛之女，黄吉芬为朱守琛的配偶，朱秀全为朱守琛的侄子；

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性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张文泽通过浙商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12,229 股，

实际合计持有 5,112,229 股；唐俞萍通过申万宏源本部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182,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82,9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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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美贸易争端为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大量不确定性。公司围绕年度发展战略，

在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管理层领导下，砥砺前行，锐意进取，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各产品产能及市场供需变化情况，适时调整生产计划及营销策略，实现了营业收入53,383.2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6.93%；利润总额24,233.4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61.2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5.68%。公司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因素为部分产品销量及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降低，毛利率下降所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 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 年1 月1 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9 年4 月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

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公司于2019 年3月13 日、2019 年8 月28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公司根据通知要求进行了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报调整。前述准则的采用仅对公司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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