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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18-047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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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赫达 股票代码 00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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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松羚 户莉莉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 999 号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 999 号 

电话 0533-6696036 0533-6696036 

电子信箱 hdzqb@sdhead.com hdzqb@sdh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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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24,189,709.98 312,959,960.59 312,959,960.59 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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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000,891.74 28,061,046.83 28,061,046.83 1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178,305.82 23,609,733.93 23,609,733.93 3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55,678.85 7,531,834.23 7,531,834.23 -17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91 0.2900 0.2447 14.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73 0.2900 0.2447 13.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3% 4.35% 4.35% 0.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32,740,233.88 1,108,661,075.33 1,108,661,075.33 2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7,606,764.05 675,240,205.64 675,240,205.64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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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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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心德 境内自然人 29.97% 35,686,976 35,686,976 质押 16,428,000 

毕文娟 境内自然人 6.63% 7,897,030 7,897,030   

杨力 境内自然人 2.62% 3,120,480 0   

毕于东 境内自然人 2.42% 2,882,766 2,882,766 质押 1,763,997 

#赵勋亮 境内自然人 1.72% 2,047,857 0   

吕群 境内自然人 0.91% 1,078,272 0   

国民信托有限

公司－国民信

托·龙头 6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9% 1,062,360 0   

杨丙刚 境内自然人 0.87% 1,039,446 1,039,446   

杨丙强 境内自然人 0.72% 860,141 860,141   

杨丙生 境内自然人 0.66% 779,904 779,9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毕心德、毕文娟、毕于东系一致行动人。毕心德系毕文娟、毕于东之父，杨丙刚、杨丙强、

杨丙生系毕心德之妻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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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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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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稳中求进，持续发展，业绩更上新台阶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营业收入总额4.24亿元，同比增幅35.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200万元，同比增长14.04%。

子公司赫尔希公司胶囊产品产能逐步释放，产品认可度逐步提高，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出现大幅度增长。  

（二）强化管理，转变意识，安全生产零事故 

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公司更是将安全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报告期内，我们持续强化安全生产意识，不定期开展

安全教育培训，严抓安全文化体系建设，从管理干部到一线员工全员参与，签订安全承诺书。同时，安全体系内审、安全

KPI拟定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都取得了较大成效。 

（三）齐心协力，通力合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本报告期，20,000吨/年纤维素醚改建项目顺利推进，为项目年底前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提升管理意识，强化队伍能力建设，信息化水平日趋完善 

公司不断完善内部组织架构，优化管理人员年龄结构，持续加强各级管理人员的内、外部培训，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

高水平、高视野的管理人员队伍。同时，公司报告期内升级了现有的信息化系统，销售、生产、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流

程将愈渐清晰、高效，集团化管控模式优势将日益凸显。 

（五）贯彻要求，积极响应，社会责任更多担当 

公司积极开展环保建设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新增RTO装置、污水处理站等环保设施，未来将实现废水排放B级标准，

废气经热分解深度处理，基本无废渣。公司20000吨/年纤维素醚改建项目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综合能耗将显著降低。 

同时，公司始终遵循“创造价值、造福员工、回报社会”的企业使命，持续参与周村“慈善一日捐”活动；积极响应国家“精

准扶贫”的号召，开展周村区永安街道及王村镇的捐助活动，报告期内累计捐助66.9万元，用实际行动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为当地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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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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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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