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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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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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澳环保 60382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艳涛 华小燕 

电话 0573-88623001 0573-88623001 

办公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一期

工业区崇福大道761号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一期

工业区崇福大道761号  

电子信箱 wangyantao_1984@163.com huaxia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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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2,296,669.21 1,330,919,640.87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6,924,033.73 719,794,414.26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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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2,231.35 -16,478,647.22 161.43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469,945,718.99 386,731,120.81 2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595,995.48 16,162,027.73 7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130,377.54 15,356,319.95 7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0 2.55 增加1.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99 0.2203 76.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294 0.2203 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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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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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04 18,370,000 18,370,000 质押 7,182,800 

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3.56 9,950,000 0 无 0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换公

司债券（品种二）质押专户 

其他 12.11 8,880,000 8,880,000 无 0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换公

司债券质押专户 

其他 7.50 5,500,000 5,500,000 无 0 

桐乡中祥化纤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48 4,750,000 0 无 0 

HOST VANTAGE ASIA LIMITED 境外法

人 

5.18 3,800,000 0 无   

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98 3,650,000 0 无 0 

袁茜 未知 0.27 200,000 0 未知   

黄小芹 未知 0.27 199,200 0 未知   



吕强 未知 0.27 199,2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

股股东，与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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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9,945,718.9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5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95,995,4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9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6,924,003.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8%；总资产 1,382,296,669.2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6%。 

   报告期内，环保增塑剂销售稳中向好，2018 年 1-6 月，公司环保增塑剂整体销量为

45,463.53 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5.35%。尽管上半年原油价格和下游石化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但

公司环保增塑剂均价较 2017年同期增长 3.58%。环保增塑剂销售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于量的提升。 

   报告期内，环保稳定剂业务增长迅速，2018 年 1-6月，公司环保稳定剂销售 2,543.73吨，

较上年同期增长 36.83%，公司环保稳定剂主要原料来源于油脂衍生物及其其他精细化工品，原料

价格基本平稳，2018年 1-6月环保稳定剂均价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3.01%。环保稳定剂销售收入的

增加主要依赖于量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江能源主营的生物柴油业务规模大幅提升。2018年 1-6月，生

物柴油产品共实现销售 24,820.97 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22.91 %；生物柴油产品价格平稳，2018

年 1-6月，生物柴油产品均价较上年同期增长 0.18%,生物柴油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产

能的释放。东江能源上半年销售生物柴油 37,491.70 吨，实现销售收入 15,850.16 万元，实现净

利润 1,680.87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和环保保护工作，继续深化安全生产管理，持续增加公司

环保投入。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生产经营稳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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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