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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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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万善福 另有公务 郑晓广 

独立董事 赵海鹏 另有公务 董超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神马股份 60081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臻 范维 

电话 0375-3921231 0375-3921231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63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63号 

电子信箱 Liuzhen600810@126.com pdsfw@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344,355,659.39 9,856,295,325.45 9,856,295,325.45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12,669,183.30 2,462,465,211.49 2,462,465,211.49 2.0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0,161,665.73 333,864,469.29 333,601,323.20 106.72 

营业收入 5,576,189,721.57 4,564,623,854.29 4,563,319,168.76 2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203,971.81 38,925,621.81 38,908,816.77 2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4,861,644.10 45,428,657.57 45,411,852.53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02 1.61 1.61 增加0.41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09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09 0.09 22.2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7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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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49.28 217,936,408 0 质押 107,817,600 

邱锦才 其他 0.83 3,650,000 0 未知   

林云方 其他 0.80 3,558,800 0 未知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

易所） 

其他 0.39 1,715,449 0 未知   

吕坤钰 其他 0.35 1,535,496 0 未知   



谢国恩 其他 0.28 1,233,000 0 未知   

和金星 其他 0.23 1,015,3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973,208 0 未知   

林春茂 其他 0.22 956,000 0 未知   

胡幼治 其他 0.21 946,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紧密结合市场变化，抢抓市场机遇，重点围绕安全环保、降本增效、项

目建设等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责任落实，生产运营呈现出安全高效稳定运

行的良好态势，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2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28.97%。上

半年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加强基础管理，实现安全稳定生产 

    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加大安全警示教育力度，引以为戒、举一反

三；积极开展春季、夏季安全大检查，查出隐患 324 项，现已全部整改完毕，责任追究 51 起；积

极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制定了实施方案、评估标准、评估细则，确保了生产装置高负荷安全

稳定运行。 



2、加大环保投入，环保治理成效明显 

强化环保意识，重点抓好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帘子布发展公司浸胶一厂 VOC 治理项目主体设

备已经安装完成，已进入试运行阶段，二期浸胶生产线 VOC 治理项目也正在进行方案研讨。平顶

山工程塑料公司新建 4 万吨尼龙 66 切片污水处理项目，初步设计已经完成，6 月份进入施工阶段；

塑料一厂 2 万吨间歇聚合装置铸带头废气排气部分新增设低温等离子有机废气净化器设备。神马

博列麦气囊丝公司纺丝油烟治理项目已完工。 

3、科学统筹产供销，实现了满产满销 

    严格落实生产经营日例会制度，加强产供销的有效衔接，科学组织生产运营，最大限度地释

放了装置产能。根据尼龙主导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月度生产计划，在确保检修安全和检修质量的前

提下，提高检修效率，有效缩短设备检修时间。加大产品销售力度，实施灵活的价格策略，尼龙

主导产品实现了满产满销。 

4、加强质量管理，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实施质量提升系列活动，明确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生产中的难题和客户投诉的重

点，通过工艺检查、质量预警、建立质量事故档案等措施，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规范质量分析，

重点指导基层单位建立质量分析报表，增强基层单位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处理客户投诉快

速反应机制，全力做好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5、加快装备升级，深化挖潜增效 

    帘子布公司顺利完成了原丝 3、4 系列压力容器更新改造，既消除了安全生产隐患，又为后续

原丝增速、聚合增容提供了技术支持。完成原丝 4 系列双头卷绕机更新改造，原丝 9、10 系列、

11 系列 1205 更新改造，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工艺指标控制要求，为进一步提高细旦丝产能奠定了

基础。平顶山工程塑料公司大力推进短流程聚合项目，上半年完成了常规产品 EPR27、高粘产品

EPR32 的增产试验并进行了批量化试生产，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客户要求。前聚合器进料口

改造、2 万吨盐过滤器更换、塑料一厂新增缓冲罐改造、塑料三厂 2 万吨振动筛加装除铁器改造

等多项技改项目已经完成，对稳定产品质量、降低生产能耗 、提高设备效率等产生了积极影响。 

6、加快产品研发，优化产品结构。 

帘子布公司四头纺试验锭取得阶段性进展，其中 1400dtex 工业丝纺速稳定增速至 3000m/min

时，原丝物性达到优等品标准，白坯布质量合格，浸胶布达到优等品标准。原丝一厂 1、2 系列四

头纺技术改造推广应用项目已完成卷绕机、纺丝设备、牵伸辊等关键设备及工程设计招标采购，

目前正在加工制造。持续开发高附加值差异化浸胶布，重点开发细旦产品和单股帘布，向 10 家国



内外客户提供尼龙 66 工业丝和细旦丝样品。帘子布发展公司获一项发明专利，组织申报实用新型

专利 5 项。平顶山工程塑料公司开展了脂肪链透明尼龙、耐低温尼龙 66 树脂、注塑级尼龙 66 树

脂性能完善等产品研发项目。注塑级尼龙 66 树脂已进入市场推广阶段，客户使用情况良好；脂肪

链透明尼龙的研究与开发，完成了盐合成装备及盐液浓缩装备的安装调试；耐低温尼龙 66 树脂的

开发与应用，完成了 20%的工艺配方样品的物性及耐低温性能检测，以及小试工作总结。 

7、统筹项目建设，整体进展顺利 

    平顶山工程塑料公司叶县 4万吨尼龙 66切片项目土建主要工程已基本完成，项目设备招标订

购完毕，进入督造、交付阶段；海安 4万吨尼龙 66切片项目关键设备已完成订货，厂房正在进行

土建设计。帘子布发展公司 4万吨尼龙 66差异化工业丝项目安评、环评和职业卫生健康预评价等

工作正按照程序顺利开展。上海神马工程塑料公司 2万吨特品尼龙 66切片项目环评首轮公示已完

成，已开展工艺优化和项目设计遴选工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郑晓广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