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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0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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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剑股份  股票代码 0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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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昌国 武振生 

办公地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 8 号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 8 号 

电话 0553-5316331 0553-5316355 

电子信箱 wucg520ll@163.com wzs_wuhu@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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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84,845,729.84 809,835,655.54 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206,646.61 55,314,155.15 -1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1,118,788.36 56,333,990.95 -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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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02,665.22 -125,079,160.10 11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2.96% 下降 0.64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383,678,828.53 3,173,983,231.26 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32,722,431.56 1,930,645,564.7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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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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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坚 境内自然人 22.78% 196,525,980 147,394,485 质押 138,399,999 

刘琪 境内自然人 3.71% 32,000,000 0   

徐昭 境内自然人 3.56% 30,749,710 30,749,710 质押 30,749,706 

刘绍宏 境内自然人 3.34% 28,800,000 21,600,000   

李保才 境内自然人 2.66% 22,980,000 17,235,000 质押 12,200,000 

徐卫国 境内自然人 2.32% 20,033,604 20,033,604 质押 17,500,000 

王学良 境内自然人 2.16% 18,650,000 0 质押 6,999,998 

闵茂群 境内自然人 1.53% 13,163,268 12,863,268 质押 12,770,00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50% 12,904,206 0   

贾土岗 境内自然人 1.13% 9,777,800 0 质押 5,9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所知范围，上述股东刘志坚与刘琪、徐昭与徐卫国为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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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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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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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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房地产市场调控持续加码，金融财政政策降杠

杆明显，国内经济仍处在艰难的转型期。全球原油价格波动，大宗化工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公司处于化工板块细分行业，受制于上下游的产业限制，在原材料持续上涨的同时，产品价

格调整相对滞后，继而导致利润降低。 

化工新材料领域，报告期内，国内聚酯树脂行业面临环保安全政策高压、原材料价格暴

涨、下游竞争激烈等一系列困境，公司利用现有研发、技术、规模、品牌及市场等各方面优

势，通过实行外修市场结构调整、内修精细规范管理“两手抓”，募投项目顺利投产，新建项

目持续推进，各项业务进展顺利，总体实现业务收入的稳步增长。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公司充分利用自有新工艺新技术，在航空航天业务工装、高铁车头、

轨道复合板材、地铁逃生门、高铁配电柜、飞机零配件及北斗卫星应用终端等方面为客户提

供较好的产品体验和服务。报告期内，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业务开展顺利，营收规模稳步提升，

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484.57万元，较上年增长9.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520.66万元，较上年下降18.27%；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338,367.8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93,272.24万元，同比增长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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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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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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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坚 

201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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