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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公告编号：2017-060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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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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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丰生化 股票代码 0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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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康 王楚 

办公地址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苏化路 1 号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苏化路 1 号 

电话 0516-88920479 0516-88920479 

电子信箱 lfshdmb@jslanfeng.com lfshdmb@jslanf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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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468,078.03 679,934,684.22 2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755,677.37 64,057,714.41 -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8,449,380.64 54,725,131.83 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417,256.02 79,197,484.32 8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9 -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2.63%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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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4,292,761,715.84 4,050,146,095.00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56,469,768.05 2,510,887,599.31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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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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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化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38% 65,910,240  质押 30,000,000 

新沂市华益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9% 36,001,020    

王宇 境内自然人 9.88% 33,610,001 33,610,001 质押 26,000,000 

苏州格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74% 33,123,295 9,363,295 质押 20,000,000 

深圳市吉富启

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6% 16,853,932 16,853,932   

TBP Noah 

Medical 

Holdings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3.41% 11,601,123    

长城国融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0% 11,235,955 11,235,955   

上海金重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2% 8,222,845 8,222,845   

北京中金国联

盈泰投资发展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4,681,647 4,681,647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4,681,647 4,681,6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为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除上述关联关

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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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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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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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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总体情况 

    2017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呈现乐观预期，实现了持续增长，经济增长趋于稳健。但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剧、美联储

加息步伐快于预期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仍然有许多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保持了稳中向

好的态势，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农化+医药双主业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有

进，扎实推进，围绕年初制定的经济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017年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收入85,146.8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23%，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产销

量增加所致；实现净利润6,075.5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15%，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较去年同期下

降所致；扣非后实现净利润5,844.9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81%；其中，农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1,486.91万元，实现净利

润1,609.56万元；医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659.89万元，实现净利润4,466.01万元。 

    （二）医药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存量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积极创新，培养增量业务。按照公司“学术推广、商务统管、终端分销”

的营销战略，深入推广“蜂巢模式”。在对团队事业部、招商事业部现有市场进行精耕细作的基础上，积极创新。相继成立了

OTC事业部、新健康事业部，为公司持续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按照CFDA要求做好制剂产品工艺核查工作，加强公司现有产

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加强GMP日常管理，有效管理和降低GMP风险。优化生产制造平台，新厂区按照计划进度紧锣密鼓

开展施工建设。 

    （三）农化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沂本部（母公司）经营效益保持持续增长，实现净利润3,729.07万元。受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环保监

管加强的影响，公司部分农药及精细化工产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利润和产值均实现了较大增长。公司生产系统安全平稳

运行，保证了产品的供应。公司顺应环保加压的态势，提升环境治理水平，技术改造和革新不断涌现，有力的提高了产品质

量，降低了能源消耗和三废排放，有效改善了操作环境，提升了工作效率。 

    （四）公司坚定向医药方向转型的战略目标，寻求优质标的并购，不断加大医药业务规模。报告期内，公司筹划了一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公司组织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展开深入尽职调查，但经过多次沟通，公司与交

易对方在标的资产作价、对价支付方式等核心条款上最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本

次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是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相关各方合意的结果，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也

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将继续稳定推进农化加医药双主业发展战略，积极寻求医药行业内具有协同效应、有业

绩支撑的优秀公司进行收购兼并，推动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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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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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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 2017 年 1-9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9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00% 至 16.00%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8,766.5 至 10,169.14 

2016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766.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第三季度产品产销量保持稳定，总体盈利略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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