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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7-038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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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 股票代码 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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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观群 张莉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 418

号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 418

号 

电话 （0575）86017157 （0575）86017157 

电子信箱 sgq@cnhu.com 002001@cn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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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08,022,394.08 2,302,666,254.40 1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5,944,554.24 515,689,916.69 1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6,937,962.33 504,017,689.12 1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5,324,715.20 438,074,500.29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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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7 14.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7 14.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1% 7.05% 下降 0.04 个百分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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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7,908,515.09 11,410,385,936.61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91,771,660.30 8,062,567,776.47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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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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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36% 613,678,257    

汇添富基金－

中国银行－浙

江新和成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86% 20,227,641    

广州金骏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 17,760,000    

广州钢铁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 11,75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其他 0.81% 8,839,81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9% 7,459,400    

胡柏剡 境内自然人 0.55% 5,962,389 4,471,791   

胡柏藩 境内自然人 0.52% 5,687,009 4,265,257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睿远和

聚招享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52% 5,682,604    

广州金域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8% 5,222,4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胡柏藩、胡柏剡分别持有新和成控股 41.75%、4.08%的股权，并分别担任新和

成控股董事长、董事，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广州金域投资有限公司通过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422,425 股，占公司总股东的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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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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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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聚焦战略、提高能力、规模发展、提升价值”的经营指导思想，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行业

环境，及时抓住有利时机，销售数量增长，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0,802.24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13.26%；利润总额68,769.8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594.46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13.62%。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工作情况如下： 

   一、优化营销模式，推动业绩稳步增长。 

公司坚持“创造需求，服务客户”的营销理念，在确保原有业务同时加快新客户、新市场、新产品开发，蛋氨酸市场推广

和客户前期沟通送样工作取得突破，为下半年的全面市场铺开奠定了基础；女贞醛成功进入市场，销售数量稳步增长；报告

期，公司香料较上年同期增长15.68%，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营养品业务实现了6.36%的增速。 

二、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注重科研创新，加强研发平台建设，积极引进高端人才，把握行业最前沿新技术；以市

场为导向，不断升级优化现有产品，满足市场各级需求；积极研发新项目、新产品，强化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二氢茉莉

酮酸甲酯、三位醇通过工艺优化产品产能提升，满足客户需求。 

三、推进生产制造体系建设，固化公司管理经验。 

公司上半年以强化安全环保管理为前提，总结推广公司生产制造体系，固化管理经验，主推生产自动化提升，产品节能

降耗。公司产品满负荷生产，有力保障销售需求。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和质量事故。 

    四、推进新项目建设，加快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蛋氨酸一期项目成功建成并投产，上半年产销率稳步提升，二期项目按计划正式推进；PPS产业链建设项目

稳步推进，二期项目完成建设并成功试车。 

    五、强化管理职能，增强管理效率。 

    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上半年引进多名海外博士、高级专业人才，关键岗位到岗率达到68%，

为新项目建设提供支持；信息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BI系统项目、SAP ERP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提升和开发，生产制造执行

系统MES项目建设按计划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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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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2017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和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公司在会计政策中作了相应修改，严格按照新准则的要求执行会计

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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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投资设立了山东新和成控股有限公司、山东新和成维生素有限公司、山东新和成精化科技有限公司3家境内子

公司及NHU Performance Materials GmbH境外子公司，通过NHU EUROPE GmbH收购Bardoterminal GmbH 境外子公司，以上

子公司自设立日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柏藩 

                                                                           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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