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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8-041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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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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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 股票代码 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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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观群 张莉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大道西路 418 号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大道西路 418 号 

电话 （0575）86017157 （0575）86017157 

电子信箱 sgq@cnhu.com 002001@cnhu.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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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51,169,915.08 2,608,022,394.08 7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58,544,371.13 585,944,554.24 25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05,950,369.02 556,937,962.33 2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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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4,262,252.46 425,324,715.20 220.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 0.32[注]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6 0.32[注]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7% 7.01% 上升 6.86 个百分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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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5,075,722.38 18,182,814,769.32 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35,919,026.43 13,956,928,415.97 8.45% 

[注]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由 1,263,919,000 股增加到 2,148,662,300 股，上述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按

照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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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55% 1,043,253,037 0   

上海重阳战略

投资有限公司

－重阳战略汇

智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 36,428,571 36,428,571   

三花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29,750,000 29,750,000   

银河资本－浙

商银行－银河

资本－鑫鑫一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29,750,000 29,750,000   

中意资管－招

商银行－中意

资产－招商银

行－定增精选

43 号资产管理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29,750,000 29,750,00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

杭州丰信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29,750,000 29,75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1.34% 28,882,704 25,500,00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

杭州锐智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5% 26,835,714 26,83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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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其他 1.08% 23,219,227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其他 0.95% 20,400,000 20,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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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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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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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聚焦战略、提高能力、规模发展、提升价值”的经营指导思想，严格执行年

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各项工作落地有效，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5,116.9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8.34%；利润总额243,915.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4.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05,854.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1.3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工作情况如下： 

一、优化营销模式，推动业绩稳步增长。公司坚持“创造需求，服务客户”的营销理念，公司香料较上年同

期增长56.73%，保持了较好的增长率；营养品业务实现了86.98%的增速。 

二、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注重科研创新，加强研发平台

建设，积极引进高端人才，把握行业最前沿新技术；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升级优化现有产品，满足市场各级需

求；积极研发新项目、新产品，强化核心竞争力。 

三、推进生产制造体系建设，固化公司管理经验。公司上半年以强化安全环保管理为前提，总结推广公司

生产制造体系，固化管理经验，主推生产自动化提升，产品节能降耗。公司产品满负荷生产，有力保障销售需

求。 

四、推进新项目建设，加快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山东蛋氨酸项目及黑龙江发酵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PPS

产业链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五、强化管理职能，增强管理效率。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为新项目建设提

供支持；信息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BI系统项目、SAP ERP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提升和开发，生产制造执行系

统MES项目建设按计划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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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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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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万元）[注] 出资比例 

黑龙江新昊热电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8年3月 2,100 100% 

【注】通过子公司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二）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香港）汇信兴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办妥工商注销手续，故自该公司注销之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柏藩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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