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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8-08-04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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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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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新材 股票代码 00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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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跃国 孙莹琦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电话 0512-68327201 0512-68327201 

电子信箱 jyg@yzjnm.com sun_ying2@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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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069,689.04 1,209,529,282.76 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69,196.33 49,784,569.74 -2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968,747.75 47,153,367.14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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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656,678.67 -158,376,245.38 152.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 0.097 -25.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 0.097 -2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7% 7.06%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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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4,240,672.19 2,776,186,270.94 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4,898,605.69 748,240,769.02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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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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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溪勤硕来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02% 123,010,000 0 质押 123,010,000 

胡卫林 境内自然人 16.40% 83,960,320 0 质押 81,600,000 

南宁颐然养老

产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47% 68,990,000 0   

蔡旭艳 境内自然人 4.87% 24,960,000 0   

哈尔滨嘉悦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9% 24,000,000 0   

昆山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9% 19,895,733 0   

符雅芳 境内自然人 2.39% 12,238,000 0   

曹芸 境内自然人 1.10% 5,613,511 0   

华信期货－上

海昭砾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 

其他 0.81% 4,137,151 0   

徐如媛 境内自然人 0.52% 2,680,04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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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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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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较2017年有所弱化，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

缩货币政策周期开启，美国针对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地区间的贸易摩擦升级，干扰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态势。另一

方面，国内经济增长、通胀和就业较为平稳，稳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在面临中美贸易争端和国内金融稳杠杆的大环

境下，国内仍然保持了经济增长的稳定。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行业环境，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循战略规划，有效执行

经营方针，实现净利润3706.9万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问题逐渐成为全民关注热点，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及医疗资源存在巨大缺口的

大背景下，健康养老产业市场空间巨大。公司除原有的有机涂层板业务以外，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与江苏省苏州市相

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相城高新开发区”）签署了《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于鼓励苏州扬

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稳步发展现有业务，积极引入大健康、养老产业之意向协议》。相城高新开发区将鼓励公司稳步

发展现有业务，积极引入大健康、养老产业。公司亦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在未来的经营中把握时机开展相关业

务，不断提升公司经营水平，提升公司竞争力，尽力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大价值。详见公司于 2018年 5 月 18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署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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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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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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晖______________ 

 

201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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