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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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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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傲化学 60336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喆   

电话 0411-85316023   

办公地址 大连市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

区沐百路18号 

  

电子信箱 yshrj@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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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692,618.89 779,330,217.36 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50,615,468.16 687,543,010.40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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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47,130.06 56,492,478.96 30.01 



营业收入 252,056,841.71 191,015,251.35 3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3,086,840.98 54,607,121.92 1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207,392.73 51,467,381.41 1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79 9.21 减少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29 1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29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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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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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00 38,666,667 38,666,667 质押 35,290,000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00 38,666,667 38,666,667 质押 24,470,000 

TRICELL（H.K.）LIMITED 境外法

人 

6.00 8,000,000   无   

天津洁世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00 5,333,333   质押 5,333,3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4 2,980,667   无   

宁波百化创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1 2,413,666   无   

上海康橙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5 1,806,643   无   

北京红土鑫洲创业投资中 境内非 1.28 1,708,001   无   



心（有限合伙） 国有法

人 

广东康橙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3 307,799   无   

杜益群 境内自

然人 

0.22 295,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宪武、王文锋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书》，因此其分别控制的通运投资、三鑫投资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根据红土鑫洲的《合伙协议》，执行事务

合伙人为深创新投资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市

创新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持有深创新投资管理顾问（北

京）有限公司 75%的股权，而深创投持有深圳市创新投资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因此，深创投和红土鑫洲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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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情况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05.6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8.68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31.96%和 15.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120.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92%，公司利润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918.75万元、净利润 7,010.67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

长 20.55%和 16.78%，依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水平。 

公司业绩增长来源于工业杀菌剂业务，在产品价格未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主要依靠销售量的

增长来实现。B/F腈中间体业务因投产产能规模较小、产能利用率未达最佳状态等原因尚未盈利，

未对公司整体业绩做出贡献。 

 



（二）生产情况 

1、工业杀菌剂生产情况 

工业杀菌剂产品由松木岛分公司和旅顺分公司生产，报告期内生产运营正常，未因环保问题

发生停产限产情况，因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现有生产能力已无法满足。公司目前积极推进募投项

目“年产 7500吨 CIT/MIT、500吨 OIT、2000吨 BIT 系列产品”的建设进程，争取项目早日建成

抽产，以解决目前产能不足的问题。 

2、B/F腈中间体生产情况 

B/F腈中间体产品由子公司沈阳百傲生产，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首期年产 3000吨 B/F腈

的生产线已于 2017年 9月投产，报告期内的产能利用率接近六成，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募投项

目剩余部分 7000吨产能计划 2018年底前建成投产。 

 

（三）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1、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均保持平稳或略有回调，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成本压力

有所缓解。 

2、杀菌剂产品价格仍然是国内行业竞争的主要决定因素，为继续巩固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维

护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仅对销售价格作出微调，并未大幅调高杀菌剂产品售价。 

3、报告期内，B/F 腈中间体产品市场价格逐渐上涨，2018年第二季度平均售价较第一季度上

涨约 33%，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1、年产 7500吨 CIT/MIT、500吨 OIT、2000吨 BIT系列产品建设项目，该项目实施主体为松

木岛分公司，为工业杀菌剂产品的扩产项目。报告期内项目建设进度符合预期，2018年底前建成

投产的计划没有改变。该项目投产后，能有效解决目前产能不足的问题。 

2、报告期内，公司将“年产 3000吨 B/F 腈中间体及年产 500吨高性能有机颜料项目”变更

为“年产 3000吨 B/F腈中间体及年产 7000吨 F腈中间体扩产项目”，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子公司

沈阳百傲，是公司丰富产品种类的重要项目。目前年产 3000吨 B/F腈中间体生产线已投产，新增

“年产 7000吨 F 腈中间体扩产”项目预计 2018年底前可建成投产，届时沈阳百傲 B/F 腈中间体

年产能可达 10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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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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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