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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0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6-056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股票简称 联化科技 股票代码 00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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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飞彪 任安立 

电话 0576-84275238 0576-84275238 

传真 0576-84275238 0576-84275238 

电子信箱 ltss@lianhetech.com ltss@lianhete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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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235,828.31 1,922,323,425.24 -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6,069,664.31 302,238,266.26 -1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0,075,383.00 303,456,837.55 -3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7,299,333.99 390,157,779.73 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6 -1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8.63%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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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4,506,557.97 6,345,163,881.13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94,774,566.36 4,138,626,100.69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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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14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牟金香 境内自然人 30.49% 254,535,853 190,901,890   

张有志 境内自然人 3.57% 29,780,182 14,890,09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26% 1,890,540 0   

张贤桂 境内自然人 2.16% 17,996,210 13,497,157   

彭寅生 境内自然人 1.60% 13,353,690 10,015,26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1.20% 10,009,578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84% 7,0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0.80% 6,699,994 0   

陈建郎  0.80% 6,638,560 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78% 6,498,8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牟金香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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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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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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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回顾 2016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活动回升缓慢，中国经济正处于再平衡调整之中。全球农化市场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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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过较大的下行调整后，各大农化公司纷纷采取行动来减少他们 2016 年的生产以及降低全球供应链中

的库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及低迷的行业市场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始终坚持以“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为指导，积极应对不利因素的影响，谨慎研判市场形势。医药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农药

业务因持续低迷的外部市场环境影响，营业收入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因农化业务占公司的业务比重较大，

直接影响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 

上半年，公司继续深化与合作伙伴关系，加强研发创新工作，持续推进行卓越运营管理，促使公司在

未来保持更强的竞争力。 

2016 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7,223.58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81%，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工业

业务收入 150,935.86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4.38%，贸易业务收入 25,755.8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71.86%；

利润总额 29,439.18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7.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06.97 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 18.58%。 

回顾 2016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专注、前瞻、联盟”的战略方针，围绕“做全球领先的化学与技术解决

方案提供商”的发展战略，积极有序推进实施已确定的每一项发展目标。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重点项目建设 

台州联化已完成格雷类和抗丙肝系列药物中间体项目的生产线建设，正在进行正式生产前的报批工

作。德州联化在上半年取得了国家农药定点生产企业资格，盐城联化也在积极申请办理农药定点生产企业

资格，目前进展顺利，力争在下半年取得国家农药定点生产企业资格。 

（2）研发创新工作 

继续强化公司“一个平台、三个业务”的技术平台建设。发挥集成优势，继续推进上海技术中心、台州

研发中心和各子公司技术部的全面有效运行；同时与上海有机所和上海石化院进行紧密的技术合作，以创

新的技术服务、全新的合成路线、持续优化成熟产品的生产工艺路线，将与客户的研发合作涵盖到从实验

室开发到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 

在农药研发领域，利用我们的技术优势，与多家世界前10的农药公司签定了研发合作项目，今年上半

年已进行了多个项目的研发合作，与全球最优秀的农药公司的研发团队一起参与最前沿的新型高效低毒农

药的开发。 

在医药研发领域，通过与上海有机所的紧密合作，不断深入小分子催化技术的研究，在某些药物的不

对称合成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功能化学品研发领域，针对功能化学品的用途特殊、生产技术性强、量大要求高等特有属性，我们

强化了研发、工程、生产三方技术的融合，提高产品生产运行的效率。通过采用环流喷射反应器将气液反

应制备产品的效率大幅提高；通过将间隙式釜式反应装置优化成连续式塔反应装置，不仅产量翻倍增长，

能耗下降，产品的质量也更加稳定。在持续不断地技术剖析和各环节无缝对接的情况下，功能化学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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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老产品正在取得良好的发展态势。 

（3）加强客户合作关系并进一步开拓市场 

在农化市场，因全球大宗作物价格下行，全球农化市场销售额在2015年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各大

农化公司纷纷采取行动来减少他们2016年的生产以及降低全球供应链中的库存，直接影响公司2016年上半

年的业务表现。预计全球农化市场在2017年开始逐步回归到正向上升的通道，凭借公司与国际农药客户的

良好合作关系及研发能力，让公司有机会加入到客户的全球研发体系，并使公司在研发管道里有充裕的新

项目并带来足够的潜在业务机会。 

在医药市场， 通过大力拓展与战略客户早期项目的研发合作等手段，进一步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不

仅积累了丰富的新产品储备， 也开发了一系列新的成熟产品的合作机会。与重要客户的重点项目持续推

进，进展顺利。另外，新客户的开发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与数家重要国际医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精细与功能化学品市场，克服氨氧化原料快速上涨的困难局面，开发了多个下游品种，进一步巩固

了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公司将利用现有氨氧化、光气化和氟化资源优势，开始在引发剂行业、聚合物改

性添加剂行业和含氟储能材料行业加强开拓力度。 

（4）持续推进卓越运营管理及供应链整合提升工作 

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在各个事业部和生产基地持续推进卓越运营管理标准，收到了预期效果；持续实

施员工合理化建议及活动，上半年各项建议收集达到2800多条，从生产，环保等各个方面持续改进运营能

力。 

2016年公司开始完全依靠自己内部能力实施精益六西格玛项目，在总部和生产基地的多位黑带大师和

黑带骨干支持下，公司今年立项的三十多个项目正在顺利进行。多个生产基地的5S工作正在顺利实施中，

现场环境和管理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供应链整合与提升工作是今年公司的重点工作，目前公司明确了供应链整合工作的关键方向和短中长

期目标，建立了项目组进行有目标、有计划的流程梳理和改善工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5）提高国际化程度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继续加大各类人才的培养、人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全球范围

内引进各类专业和管理人才，加强国际化专业运营和管理团队，同时加快内部人才国际化培养力度，为企

业长久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另外，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出资200万美元，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并于近期在欧洲成立了办事

处，以进一步贴近客户，以便快速获取市场信息及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6）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半年，按照相关规则和实际进展情况，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落实补充

回复，正在等待证监会审批中，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正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入和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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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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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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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牟金香 

二○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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