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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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峰集团 60066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坚卫 周恒斌 

电话 0579-82320582 0579-82324699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88号 浙江省金华市婺江东路88号 

电子信箱 jf@jianfeng.com.cn jf@jianfe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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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7,715,016.77 4,175,730,846.73 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34,290,422.25 2,627,318,888.65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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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48,424.37 105,649,098.74 111.12 

营业收入 1,503,033,496.11 1,305,932,682.27 1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1,946,359.72 240,535,651.24 2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3,086,415.59 231,565,251.28 2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79 9.65 增加1.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775 0.6991 25.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775 0.6991 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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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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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市通济国有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6.15 55,564,103 0 无 0 

新余中盛恒兴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4.99 17,158,922 0 无 0 

新余汇恒瑞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未知 2.23 7,665,208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25 4,311,713 0 无 0 

刘锦春 境内自

然人 

1.13 3,874,269 0 无 0 

钟以隆 境内自

然人 

1.04 3,584,000 0 无 0 

苏志伟 境内自

然人 

0.93 3,196,848 0 无 0 

王晓红 境内自

然人 

0.91 3,121,943 0 无 0 

骆惠娟 境内自

然人 

0.86 2,976,200 0 无 0 

陈锋榕 境内自

然人 

0.76 2,614,91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通济国投与其他上述第 2名至第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

他 9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不适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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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浙江尖峰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3 尖峰 01 122227 2013 年 6 月

5 日 

2018 年 6 月

5 日 

0 4.90 

浙江尖峰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3 尖峰 02 122344 2014 年 11

月 20 日 

2019 年 11

月 20 

25,370 5.0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29.73   32.3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0.16   19.5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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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 418,961 亿元，同比增长

6.8%（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司围绕“把握趋势、精准发展、加强管理、提升效率”的工作

总方针，紧抓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机遇。对外积极探索发展新机遇，对内强化精益

生产和管理提升，持续推进 “三降三提高”工作，取得了公司 60 年来历史最好的半年度经营业

绩。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0,303.35 万元，同比增长 15.0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0,194.64 万元，同比增长 25.53%。截止 2018年 6 月末公司总资产为 45.58 亿元，同比

增长 9.15%，净资产为 29.34亿元，同比增长 11.68%。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在行业自律、错峰生产、市场整合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的

实施下，全国大部分区域水泥市场供求关系得到一定的改善，水泥供给的减少使得单位水泥的价

格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水泥行业总体产能过剩的局面并未真正改变，区域间的不平衡依然严

重，减量置换等政策进一步利好大企业的发展，使得水泥企业进入到了强者更强的时代。报告期，

公司的水泥板块始终坚持成本领先的战略，把“三降三提高”工作贯彻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不

断推进管理创新和工艺革新，针对各自区域市场的特点制订竞争策略，积极开拓水泥销售市场。

水泥板块取得了优异的半年度业绩。 

大冶尖峰积极落实管理优化目标、定岗定员目标、技术经济指标目标；不断强化质量管理体

系建设，有序推进各项技术改造，生产技术指标进一步得到优化，成本控制优势进一步发挥；同

时，公司积极参与行业自律，加强采购管理，及时按市场变化调整营销策略，加大营销激励力度，

实现了收入的同比增长。 

云南尖峰紧抓国家、地区战略机遇，积极稳步推进品牌营销策略，不断扩大区域市场销售份

额，提升区域市场占有率，聚焦高速公路、铁路、脱贫乡村道路建设、新农村危房改造等重点工

程的市场开发，企业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 

上半年，全国医药制造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700.1 亿元，同比增长 13.3%，

实现利润总额 1585.7 亿元，同比增长为 14.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

的加快，医药制造行业依托庞大的消费群体，将依然是发展较快的产业之一。 

报告期，尖峰药业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认真落实各项工作，其中项目合作取得新的突破，

以收购股份和增资的方式控股了上海北卡；8 月，尖峰药业将对上海北卡进一步增资，增资完成

后，尖峰药业将持有上海北卡 61.48%的股份。尖峰药业还通过上海北卡收购了安徽众望，使安徽

众望成为全资子公司，为尖峰药业打造原料药制造基地奠定了基础。在不断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

尖峰药业还积极开展申报科技项目、加快产品开发、落实药品招标、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等工作。

此外，尖峰药业还在安全环保生产、产品质量与技术攻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报告期，尖峰健康一方面做好现有产品的结构优化，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

面加大终端市场开发力度，完善新零售网络平台搭建工作，不断根据市场变化改进营销模式，取

得了一定成效。上半年，尖峰国贸完成了三个新建的标准物流仓库并移交租赁给上海安能聚创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这一电商物流仓储平台成为尖峰国贸新的效益增长点。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入开展“三降三提高”工

作，进一步抓好内部控制，防范经营风险，进一步抓好安全、环保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互补

型的相对多元化的主营业务结构，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保持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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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蒋晓萌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