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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872                                公司简称：中炬高新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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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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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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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炬高新 600872 中山火炬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海泓 郭毅航 

电话 0760-85596818-2033 0760-85596818-2033 

办公地址 中山火炬开发区火炬大厦三楼

证券部 

中山火炬开发区火炬大厦三楼

证券部 

电子信箱 penghaihong@jonjee.com aguo@jonj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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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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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总资产 5,170,604,230.81 4,910,866,585.04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98,310,604.52 2,799,259,157.10 3.5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6,485,630.16 264,504,780.80 19.65 

营业收入 1,804,226,822.82 1,490,269,461.06 2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0,551,455.12 142,765,084.95 4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5,006,993.13 136,014,695.33 5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25 5.52 增加1.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43 0.1792 47.4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43 0.1792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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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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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利年年 

未知 20.14 160,420,098   无   

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10.72 85,425,450   无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未知 3.57 28,416,797   无   

深圳市荣超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未知 2.65 21,145,249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11 16,792,567   无   

陈坤亮 未知 2.07 16,475,0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未知 1.98 15,771,242   无   

李苗颜 未知 1.91 15,200,000   无   

林艺玲 未知 1.53 12,185,059   无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聚富产品 

未知 1.22 9,684,01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海人寿海利年年、自有资金、聚富产品三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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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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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4 中炬 01 122318 2014 年 9 月

21 日 

2019 年 9 月

20 日 

500,000,000 6.20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4 中炬 02 122349 2015 年 1 月

26 日 

2020 年 1 月

25 日 

400,000,000 5.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3289   0.322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2.25   9.6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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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公司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发展规划及年度目标，继续努力深耕主营业务，开拓发
展空间。加强与主要股东之间的沟通，积极做好投资者服务；公司整体实现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1、经营数据稳健增长，净利润增长近五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8.04 亿元，同比增加 3.14 亿元，增幅 21.07%；实现归属母

公司的净利润 2.1 亿元，同比增加 0.68 亿元，增幅 47.48%，每股收益 0.26 元，同比增加 0.08 元，

增幅 44.4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5%，同比上升 1.73 个百分点。 

2、主要子公司经营发展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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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鲜公司持续深入推行厨邦智造，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扎实开展各项基础工作；以扩大

市场销售为引领，努力拓宽销售领域，并顺利完成了酱料、蚝油及非转基因五谷调和油等新产品

的上市；有序推进阳西美味鲜公司食品生产项目、厨邦公司三期天然油扩产项目等重大项目。上

半年产品综合毛利率达到 39.5％，比去年同期增加 2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净利润率达到 15.2％，

同比上升 2.2 个百分点，创出历史最佳成绩。 

今年以来，国务院提出“粤港澳湾区”建设的口号，加上“深中通道”建设提速、广州地铁接入

岐江新城等利好因素发酵，中山的房价地价持续走高；3 月 26 日中山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提出了

新一轮限购政策，中山商品房的成交量在二季度大幅萎缩近 7 成。中汇合创立足自我，认真做好

岐江新城片区地块的发展规划，加快现有住房的销售工作。并以中炬高新名下 74 亩商住地的开发

为突破口，集中精力做好前期规划设计及项目报建工作，努力锻炼队伍、优化流程，实现房地产

业务的持续发展。 

中炬精工努力做好客户的维护和业务的开拓，实现了产品线的有效拓展；公司大力强化自身

建设，加强供应商管理；做好原材料价格波动分析，实现了主要原材料的低价集中采购；稳步推

进产能扩张及效率提升，为公司的长远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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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熊炜  

2017 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