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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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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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股份 60392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勇泉 叶敏艳 

电话 0512-68836930 0512-68836907 

办公地址 苏州新区浒关工业园道安路15

号 

苏州新区浒关工业园道安路15

号 

电子信箱 stock@chinasinye.com stock@chinasin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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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668,732.85 1,420,728,884.76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72,160,488.28 1,136,291,678.19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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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99,340.46 19,754,271.53 -378.42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755,715,309.46 519,411,211.14 4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150,994.12 48,347,581.41 6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3,598,854.56 42,716,869.34 72.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73 4.57 增加2.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24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2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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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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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进兴 境内自然人 28.17 56,782,900 56,782,900 无 0 

王泉兴 境内自然人 25.96 52,334,600 52,334,600 无 0 

沈根珍 境内自然人 3.68 7,413,900 7,413,900 无 0 

王文浩 境内自然人 2.94 5,931,300 5,931,300 无 0 

王锦程 境内自然人 2.94 5,931,300 5,931,300 无 0 

曹连英 境内自然人 2.21 4,448,300 4,448,300 无 0 

苏州宝沃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8 3,596,300 3,596,300 无 0 

盛建刚 境内自然人 0.75 1,512,000 0 无 0 

王文娟 境内自然人 0.74 1,482,700 1,482,700 无 0 

王永兴 境内自然人 0.45 907,200 907,2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王进兴、曹连英夫妇和王泉兴、沈

根珍夫妇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王文浩

系王泉兴和沈根珍之子；王锦程系王进兴和曹连英之子；

苏州宝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曹连英和王文浩所控制的

企业；王文娟系王泉兴和沈根珍之女，王永兴系王进兴

的二哥、王泉兴的二弟。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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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很大的不

确定性，但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国内新动能不断增强和房地产市场升温等因素的支撑下，中国

经济总体上延续了企稳向好态势。同时，环保政策持续趋严，国务院于 2018年 7月 3日公开发布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一些省份据此出台相应的行动计划，在要求化工企业退城入园

的基础上，另有部分省份禁止新建化工园并加大现有化工园区的整治工作。 

环保政策的持续高压态势，一方面给公司带来一定的压力，公司需要不断加大对环保及安全

生产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行业内部分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环保不达标或者非位于化工园区等

原因停产整顿，这部分产能将逐步向环保达标的规模型企业转移。 

公司本部所处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道安路 15 号厂区以及子公司兴业化工所处苏州高新区

浒关工业园浒华路 8 号厂区在报告期内均处于正常生产，位于南通如东洋口化学工业园内的子公

司兴业南通年产 4万吨酚醛树脂等项目正在按计划建设中。 

公司在报告期内经营稳中向前迈进，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755,715,309.46元，和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 45.4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150,994.12 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61.64%。

公司在业务增长的同时，强化内部控制和费用管理，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和去年同期相

比仅分别增长 14.35%和 27.11%，较好地完成了 2018 年上半年经营工作。管理层也注意到，报告

期内随着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应收账款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3.76%，存在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详见本节第二部分其他披露事项之（二）可能面对的风险第 4条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为此，

公司一方面已经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另一方

面加大账款的催收力度特别是重要客户的账款催收力度，同时加强对新老客户的信用管理，尽量

控制应收账款潜在的风险。 

1、突破产能瓶颈，优化生产效率 

募投项目—年产 7.5万吨铸造用化工新材料项目于 2017年 9月 26日通过环保验收，2018年



1月 8日通过安全验收，至此，年产 7.5万吨铸造用化工新材料建设项目具备了正式生产的条件。

公司主要产品自硬呋喃树脂和冷芯盒树脂的产能瓶颈已经被打破。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新建

的产能与原产能同时生产，募投项目工艺先进、设备自动化程度高，产品质量稳定性进一步提高，

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2、企业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生产管理 

公司以 ISO9001 、ISO14000标准制定的《质量、环境手册》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适合于公

司的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保障管理体系，通过质量、环保和清洁生产体系认证。使公司的产品

质量在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稳定，三废保持达标排放，员工工作环境不断改善。 

企业内部建立了企业资源计划管理（ERP）、生产控制系统（DCS /LPC）、客户关系管理（CRM）

及审批管理（OA）等互联网平台，将互联网新型技术融入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购销经营等

每个部门。推动企业两化深度融合，实现互联网化提升，提高企业自动化，减少人为因素对企业

管控的影响，保证安全，稳定生产，提高控制精度及节能降耗，争创标杆企业。 

3、多维度为客户实现“一站式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在做大做强铸造用树脂粘结剂主业的同时，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开发铸造辅

助类材料，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采购”服务、满足客户对铸造造型材料的个性化采购需求，在已

成功开发冒口、陶瓷过滤器等辅助材料的基础上，还在进一步投资开发更多铸造造型辅助材料。 

4、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公司成功上市后，除了稳步做好主业经营，还需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在公司产业链

的上下游、与公司业务或者产品相近的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寻求投资机会，同时也

会跟随客户发展趋势的需求进入新的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以 107,100,000元人民币收购天赐材料所持有的容汇锂业的 1,190万股股份

（占容汇锂业总股本 2.9086%），是基于下游客户中汽车行业新能源化和轻量化的发展趋势，有利

于公司深入了解新能源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也希望能够借本次交易为公司今后的转型

升级和新领域的开拓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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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