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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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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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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化股份 60396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新南 唐霞 

电话 0513-68091213 0513-68091213 

办公地址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

968号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

968号 

电子信箱 aac@ntacf.com aac@ntacf.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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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511,840.72 1,966,395,995.10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51,973,391.85 1,445,603,034.09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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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62,958.89 50,706,995.73 111.34 

营业收入 1,073,485,002.27 1,028,941,573.47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8,848,539.64 94,544,004.90 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8,279,705.74 88,964,079.61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57 6.87 减少0.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6 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46 4.3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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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清泉 境内自然人 10.20 20,866,700 0 无 0 

南通新源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69 17,777,392 0 无 0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77 15,893,729 0 无 0 

庆九 境内自然人 6.85 14,014,500 0 无 0 

丁彩峰 境内自然人 6.85 14,011,898 0 无 0 

帅建新 境内自然人 3.54 7,238,400 0 无 0 

薛金全 境内自然人 3.24 6,626,787 0 无 0 

钱进 境内自然人 3.24 6,624,600 0 无 0 

南通国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 3,842,000 0 无 0 

陈华云 未知 1.47 3,003,06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顾清泉、庆九、丁彩峰、帅建新、钱进和薛金全为

一致行动人；2、南通国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南通产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是中国环保政策密集落地期，监管愈加严苛，化工行业环保压力进一步增加。公司作

为一家拥有 60 年历史的企业，一直拥护国家的各项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严格执行国家“三废”

治理与达标排放标准，不断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从技术源头进行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

为保护生态环境尽心尽力。 

报告期内，随着化工行业安全、环保压力进一步增加，加之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化工企业

的生产经营工作仍面临巨大的压力。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公司上下一心，按照年初制

定的战略和经营计划，稳步推进研发、生产、销售、基础管理、人才建设等各项工作。报告期内，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07,348.5 万元，同比增长 4.3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84.85 万元,增长 4.55 %。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2018 年 6月 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根据该通知，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

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②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第

十节、五、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

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

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

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租赁应收款；财务担

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

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

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月 1 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集团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进行调整。 

除此之外，本公司无其他的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