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915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2018-038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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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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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沈玉平 独立董事 需要参加重要会议无法出席 余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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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欣氟材 股票代码 00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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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少岚 黄炜  

办公地址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十三路五号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十三路五号 

电话 0575-82738093  0575-82738103 

电子信箱 ysl@zxchemgroup.com  huangwei@zxchem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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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66,763.56 178,329,443.97 2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46,335.97 23,200,501.46 -3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1,586,550.49 17,492,519.21 -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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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111.67 18,288,181.19 -9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3 0.2762 -48.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33 0.2762 -48.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8.28%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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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396,183.12 685,378,196.07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3,014,724.34 453,768,388.3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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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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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白云伟业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12% 29,250,000 29,250,000   

绍兴中玮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8% 15,540,000 15,540,000   

陈寅镐 境内自然人 8.32% 9,321,000 9,321,000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6.38% 7,150,000 7,150,000   

王超 境内自然人 5.51% 6,175,000 6,175,000   

徐建国 境内自然人 4.27% 4,784,000 4,784,000   

吴刚 境内自然人 2.08% 2,330,000 2,330,000   

王大为 境内自然人 1.92% 2,145,000 2,145,000   

俞伟樑 境内自然人 1.16% 1,300,000 1,300,000   

梁志毅 境内自然人 1.16% 1,300,000 1,300,000   

浙江华睿睿银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1,300,000 1,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徐建国为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其 74%股权；（2）徐建国为

绍兴中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其 48.1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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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企业面临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及行业所处化工领域环保安全的压力，在原材料大幅上升及严重紧缺的情况下，

产品的成本及产量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导致产品的毛利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坚定不移地发展主业，不

断做精做强。一方面继续完善产品产业链，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加快技术

改造，特别是加大生产工艺的技改和环保安全设施的技改投入，实现节能减排，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报告期内，为了公司未来的长期持续发展，公司仍然坚持立足含氟精细化工，围绕主业进行全面投入。2018年1-6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214,766,763.56元，同比增20.43%；实现营业利润14,474,631.27元，同比减少51.2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6,046,335.97元，同比减少30.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586,550.49元， 同比减

少33.7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9,111.67元，同比减少99.29%。  

     2018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工作回顾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强调创新在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通过不断创新来持续丰富和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公司依托“中

欣含氟化学品及新材料省级研究院”，新申请发明专利 2项。 

     报告期内，公司对日益饱和的老产品氟苯甲酸衍生物和卤代苯乙酮项目进行工艺改进及装备升级，年产2400吨氟苯甲酸

衍生物技术改造及苯乙酮副产绿色深加工项目一期年产1200吨氟苯甲酸衍生物技术改造项目顺利通过安全环保三同时验收；

其次对现有的产品链中进一步做好产品链的延伸和完善，向园区新申报了延伸产品项目的入园许可；另外调整经营策略，积

极开发新产品切入电子新材料市场领域，提升公司产品质量和运行效益。  

    2、持续投入，加大环保安全设施的技改投入，打造更加安全、环保的生产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投入，一方面继续进行技术改造，对现有生产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提升装置自动化水平，新增和改

扩建环保、安全等辅助设施，建设了APP在线安全管理平台及二级监控设置等安全设施；另一方面，公司也继续推进环保、

安全管理体系的深入，全员安全理念、安全制度建设及安全操作规范等方面均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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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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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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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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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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