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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1                             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5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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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有个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应当声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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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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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青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闵丹 赵婷 

办公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 1006 号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 1006 号 

电话 0514-86424918 0514-86424918 

电子信箱 irm@jscq.com irm@jsc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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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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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50,197,278.91 954,491,303.74 1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890,842.97 107,489,246.26 1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6,023,746.20 111,746,753.05 1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697,058.23 134,823,421.54 3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3.67%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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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5,526,993.25 3,989,521,789.76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41,811,430.08 2,927,322,867.45 0.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注：半年报披露的前十名股东名称、持股数量及其排序以结算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为准。另外，证金公司自身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划转给中央汇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通过各类公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不合并计算。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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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国权 境内自然人 30.60% 110,009,002 82,506,751   

黄南章 境内自然人 6.86% 24,675,648 18,506,736   

周秀来 境内自然人 4.58% 16,450,432 0   

周汝祥 境内自然人 4.58% 16,450,432 0   

于国庆 境内自然人 4.58% 16,450,432 12,337,824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3.72% 13,357,0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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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志扬 境内自然人 2.79% 10,031,520 7,523,640   

刘长法 境内自然人 2.18% 7,839,939 0   

周治金 境内自然人 1.67% 5,995,7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裕隆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5,672,56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于国权、黄南章、周秀来、周汝祥、于国庆、吉志扬、刘长法、周治金之间及与

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对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不知情。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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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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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受国际国内市场双重因素影响，农化行业走出低迷。国际市场方面：国际原油价格自

前一年度三、四季度以来开始企稳回升，带动基础材料和中间体价格上涨；国际农化巨头在经历了前几年

的去库存之后，开始进入补库存行情，部分产品需求有所回暖，全球农药市场景气度有所回升，中国农药

出口销售规模逐步恢复。国内市场方面：受前期环保督察、企业停限产、市场需求增加、行业政策推进等

多重因素影响，农药行业出现了逐步向好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市场抓机遇，从紧俏主打产品入手，实现了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双增长，其

中，合并营业收入105,019.73万元，同比增长10.0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089.08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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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着手抓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稳市场、拓渠道，确保销售业绩稳步提升。 

面对农药行业市场需求回暖、部分农药产品价格走高货源紧俏的形势，对外销售部门紧紧瞄准市场，

及时调整产品价格，依托紧俏商品带动销售。销售工作中培植、发展了忠诚度高的合作伙伴，建立了紧密

型的合作关系。公司同时有重点有策略地开展产品的登记工作。 

（2）抓安全、强环保，确保生产有序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先正达现场审计、二级标准化及重大危险源专家会诊工作，开展了安全行为观察、

现场目视化管理、管理标准化、制度化培训工作，提升了自身工艺风险识别、分析和评估的能力，完善了

公司工艺安全管理程序和制度，提高制度执行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近年来公司加快环保安监投入，不断

强化环保安监设施的建设，增强了对国家环保安监政策的适应性。 

安全、环保工作的有力开展，加上公司生产部门有力的生产组织调度，保证了公司生产有序稳定。上

半年公司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或环保事故。 

（3）抓技改、严工艺，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公司不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对原车间进行技术改造，对旧工艺进行优化，通过与国内重点院校产

学研结合，以项目课题组的形式加大重点项目的推进，在重点优势品种，如吡虫啉、麦草畏等产品上不断

优化工艺，提高收率，降低成本。 

（4）抓管理、降消耗，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近两年是公司管理工作提升年，月度经济分析会、岗位考核责任制等举措助力管理工作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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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

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

调整。 

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审批程序 

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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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其他收益本期金额

3,884,000.00元，调减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3,884,000.00元。 

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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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变化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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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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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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国权  

                                                       2017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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