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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8-028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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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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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昌化工 股票代码 00227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龙 费云辉 

办公地址 
张家港市人民东路 11号-华昌东方广场 4

楼 

张家港市人民东路 11号-华昌东方广场 4

楼 

电话 0512-58727158 0512-58727158 

电子信箱 huachang@huachangchem.cn huachang@huachangche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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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00,471,753.37 2,667,234,438.95 1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288,491.50 30,287,303.40 16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3,965,225.55 16,364,677.84 35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488,078.33 181,839,597.83 -4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9 0.0477 161.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9 0.0477 161.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1.13% 1.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总资产（元） 6,588,410,274.95 6,261,232,310.45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18,453,368.73 2,637,558,753.63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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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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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0% 201,906,346 40,000,000 质押 127,240,000 

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9% 76,139,466 9,277,011 冻结 9,277,011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3% 70,000,000 70,000,000 质押 70,000,000 

深圳市前海银叶创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4% 25,000,000 25,000,000   

杨凤志 境内自然人 1.25% 7,920,000    

李胜男 境内自然人 1.07% 6,801,172    

俞韵 境内自然人 0.98% 6,220,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1% 5,156,408    

朱建花 境内自然人 0.81% 5,138,000    

钱妍伊 境内自然人 0.53% 3,358,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波先生为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大股东、董事，占股权比例为 7.35%；报告期，上述两股东无一

致行动协议和安排。其他前 10名股东与前两大股东无关联关系，无一

致行动协议和安排，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和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上述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冻

结的股份，为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实施办法》的规定，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

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

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会

持有。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名股东中第 5、7、9、10名股东(含限售)参与融资融券，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分别为：2,700,000、5,542,100、3,000,000、

3,30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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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围绕国家产业政策，按照既定的发展规划，稳步推进企业发展。在经营方面，不断完善技术和提升装置运

行水平，重视节能环保，创新营销运行模式等。在发展规划落实方面，围绕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切实调研、论证后续发展

项目及方向。 

（一）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047.1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28.85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61.79%。 

    1、毛利增加。报告期，公司实现毛利35,874.39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8,584.08万元；造成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

由于尿素、复合肥销售价格上升等化学肥料行业产品与上年相比增加毛利4,699.30万元；由于多元醇产品等销售价格回升，

精细化工行业产品与上年相比增加毛利3,965万元；其次，外购外销贸易、子公司（湖南华萃、苏州奥斯汀）毛利均有所增

加，实现增加毛利1,635.46万元；另外，联碱产业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毛利1,715.67万元。 

2、税金及附加减少。报告期，税金及附加发生额977.16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254.57万元。 

3、三项费用增加。报告期，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发生额 24,876.95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986.68万元。

三项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为：销售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75.77万元，主要是运费增加300.74万元；另外，职工薪酬、差

旅费等也有所增加。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853.07万元，主要是因职工薪酬增加944.32万元，技术开发费增加

1,448.89万元。财务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42.16万元，主要是因经营性占用银行贷款额下降，节约利息支出。 

    4、投资收益减少。报告期，投资收益发生额773.14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988.21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转让东华能源

部分股票实现投资收益所致。报告期末，公司持有东华能源股票余额963万股，持有井神股份股票余额1,800万股。 

    5、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139.04万元，与上年相比下降577.80万元；主要是应收账款余额

下降，库存商品价格回升所致。 

    （二）发展规划落实情况 

1、原料结构调整项目二期。目前正在进行试生产前的准备工作，预计三季度末、四季度初开车碰通并入生产系统。 

2016年4月，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采用先进的煤气化技术投资建设原料

结构调整技术改造项目二期装置，生产合成气（氢气、一氧化碳）。通过原料结构调整技术改造项目一期投用运营情况看，

对本公司节能降本效果明显，按后道合成氨产品成本计算，能节约生产成本 200元-300元/吨。本次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原

有常压固定床煤气化发生炉的全部替换。公司产业链中的多元醇产品、新戊二醇产品及后续产业拓展均需要使用合成气。该

项目建成投产后，一方面可实现节能、降本、减排的目标；另一方面，有利于本公司立足并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深化产业拓

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详细情况，敬请参阅2016年4月16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投资建设原料结构调整技术

改造项目二期的公告》（2016-024号）。 

2、新戊二醇项目。目前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三季度末、四季度初与原料结构调整项目二期碰通等，并进行试生产。 

2016年4月，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投资建设新戊二醇生产装置。新戊二醇，分子式 C5H12O2，

全称 2，2-二甲基-1，3-丙二醇，是典型的新戊基结构二元醇。新戊二醇主要用于生产聚酯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无油醇

酸树脂、聚氨酯泡沫塑料和弹性体的增塑剂、聚酯粉末涂料、绝缘材料、无印油墨、合成增塑剂等。本项目所需要的原料（前

道）为异丁醛、甲醛，其中异丁醛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市华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多元醇生产装置提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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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由本公司现有的甲醇产品生产。项目建成投产后，有利于公司向聚酯树脂方向拓展，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提升现有产业附

加值，促进企业产业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详细情况，敬请参阅2016年4月16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投资建设新戊二

醇项目的公告》（2016-025号）。 

3、探索拓展产业集群。报告期，公司一方面推进涟水产业基地--华昌智典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另一方

面积极接洽潜在合作伙伴寻求、论证拓展相关产业的可行性。 

4、市场拓展。报告期公司着力加强海外市场开拓，在东南亚地区寻求合作伙伴，建立销售渠道，报告期外销销售量呈

现较快增长。 

5、探索氢资源能源利用及新用途。煤化工产业核心是氢气资源，近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探索氢资源能源利用及新用途，

促进产品及产业升级。4月19日，公司公告披露了《关于投资建设氢气充装站项目的公告》；4月26日，公司公告披露了《关

于与电子科技大学签订共建氢能源联合研究院合作协议的公告》。后续本公司计划与氢能源研发团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拟为：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研发团队以货币或其他形式出资1,470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比例49%；本公司货币或其他形式出资1,53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51%。设立控股子公司的目的是承接氢

能源联合研究院日常管理工作，为后续技术成果产业化推进提供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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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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