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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5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4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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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川股份 股票代码 00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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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慧敏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55 号  

电话 0510-81629928  

电子信箱 bcc@bc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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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531,323.55 927,113,967.01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665,160.62 30,669,697.75 9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809,741.11 27,198,810.98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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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276,916.29 132,041,316.46 3.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6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6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 3.7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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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884,090.57 1,951,869,529.97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0,115,759.55 848,878,000.6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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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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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铁江 境内自然人 34.66% 164,320,000 12,324,000 质押 105,930,000 

惠宁 境内自然人 5.72% 27,120,000 20,340,000   

郑江 境内自然人 4.12% 19,540,000 14,655,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6% 10,722,664 0   

王亚娟 境内自然人 2.11% 10,026,700 0 质押 8,000,000 

徐卫 境内自然人 1.48% 7,008,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

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0% 6,149,398 0   

陈斌 境内自然人 0.91% 4,330,056 0   

蒋永兴 境内自然人 0.70% 3,320,000 0   

谢建平 境内自然人 0.68% 3,205,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郑铁江先生与王亚娟女士为夫妻关系；郑铁江先生与郑江先生为兄弟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排名第 9 股东蒋永兴参与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32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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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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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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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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受产能过剩、环保约束等因素影响，化工行业整体承受着巨大压力，产品竞争白热

化，公司生产经营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挑战，公司董事会切实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积极发挥董事

会的决策作用，始终保持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团结带领经营班子，紧紧依靠全体员工，锐意进取，攻坚克难，

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市场营销，公司业绩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稳步推进、持

续健康发展，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坚定不移地通过技术改进、产品升级和创新营销模式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2、持续加大对新产品、新工艺和节能环保方面的研发投入来更好地抵御市场风险、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确保公司

安全生产，绿色可持续发展；  

3、以市场为导向，稳定现有市场的情况下持续加大对国内外新客户的开发力度，同时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及时调整公

司产品结构和销售政策；  

4、以安全生产为中心，多次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强化员工安全意识，加强生产过程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坚持

进行技术改造，充分挖掘内部产能，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5、健全和完善组织机构建设，完善公司管理架构，借助管理系统优势，从生产经营、财务、人力资源等多方面齐抓共

管，统一管理，通过透明化管理来提高企业综合管理水平，控制企业决策风险，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6、2017年4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

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是对公司化工主业的加码，募集项目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丰富

公司产品线，延伸公司产业链，提高公司在溶剂类、涂料类和复合材料行业的研发和生产水平，并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市

场占有率，强化公司综合竞争优势，实现公司成为世界一流的“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愿景； 

7、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海基新能源年产10亿瓦时高性能锂电池电芯及高端电池组产品的自动流水线装置进入安装

调试阶段。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公告；    

8、报告期内，公司针对自身发展，在扎根化工行业为主业的同时，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相关领域拓展的发展思路，公

司与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深圳前海新能量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石墨烯应用研究合作协议》，此次合作可以实

现优势互补，发挥各方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共同推动我国石墨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公司抓住新能源锂电池

快速发展的契机，提升公司技术，增强公司实力，为公司今后的产业布局奠定基础。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上述工作内容，为下一步工作精心准备，做好当下，谋划未来，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市

场营销，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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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自2017年6

月12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

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

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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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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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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