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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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利 60073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洪波 杨雄辉 

电话 0731-85357829 0731-85357830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 

电子信箱 hbliu0731@sina.com xhyang0731@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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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198,145,846.72 1,882,905,914.19 1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4,375,516.55 809,524,553.22 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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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6,137.75 107,946,264.91 -86.24 

营业收入 627,510,770.16 651,759,982.82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10,062.90 15,527,831.45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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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74,147.63 13,555,580.64 6.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2.01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38 0.04744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38 0.0474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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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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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3.50 83,463,775 8,475,600 无 0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8.45 30,000,000   无 0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2 10,371,200 10,371,200 质押 10,370,000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82 10,000,00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创金合信沪港深研究

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70 6,040,526   无 0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3 5,073,000 5,073,000 无 0 

湖南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2 3,988,800 3,988,800 无 0 

田三红 境内自

然人 

0.54 1,930,000   无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未知 0.52 1,834,911   无 0 

万恬恬 境内自

然人 

0.48 1,715,00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万恬恬”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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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15,000股；公司股东“金爱英”

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250,000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00,000 股；公司股东“蔡

越”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87,800股。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湖南

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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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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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内环保、安全的持续高压，原材料、中间体价格居高不下，供应持续趋紧，

农化行业开工率低下，原药厂家货源紧张。面对上述局面，公司一方面紧抓安全环保、高效低耗

生产，加强管理成本控制；一方面紧盯原料和产品市场，力保主要客户、主要产品。以低库存运

营为主线积极进行调度生产，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运行平稳。报告期营业收入为 62751 万元，净

利润为 2523万元，报告期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集中资源控生产，拓宽渠道保市场 

今年以来，国内环保、安全的持续高压，使原材料、中间体价格居高不下，供应持续趋紧，

农化行业整体开工率低下，原药价格持续走高。针对行业新形势，公司积极把握市场动态，固本

开源，利用公司主导产品行业龙头地位的优势，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做好以下工作。一是

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合理调控生产，按照量身定制的合作模式和流程严谨操作业务，保住公司在

国际巨头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实现采购数量、份额及单品利润率的最大化；二是要坚持重点产

品、重点市场策略，保持南亚、东南亚等传统出口市场的稳定；三是坚持 VIP 优先、价格优先、

账期优先的“三优”策略，力保主要客户和产品利润。四是抓好贸易平台公司，加快推进公司现

有产品新市场开发和新产品入市相关工作。 

2、筑牢安环基础，稳步推进环保建设 

公司牢固树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将安环工作纳入了科学化、制度化、系统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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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通过持续加大安环投入、完善安环基础设施配置、革新生产工艺等手段，从源头控制、过

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将安环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使安环工作从本质上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在国内环

保持续高压的情况下，公司加强了对三废的管理，科学决策，选择合理的污染治理技术和工艺方

案，确保三废处理装置能稳定和有效的运行。公司加强了安环培训，以“四无”（个人无违章、岗

位无隐患、全员无事故、企业无污染）为目标，不断提升了员工专业处理能力。上半年全公司无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无重大环境影响事故，这不但维护了公司形象，也为公司发展创造了安全稳

定的生产环境。 

3、加速产品结构调整，优化杂环项目工艺 

杂环一期硫双威项目已完成投料试车，上半年实现销售 224 吨；杂环二期邻羟基苯甲腈项目

完成了生产装置建设，试生产产品合格，目前正提升产能设计；噻唑系列项目正在优化产能设计

并加快生产装置建设，争取早日生产。公司要按照政府有关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要求和公司近中

期产品发展规划，稳步推进公司中试项目和产业化项目建设。随着杂环项目的推进，符合我国与

世界农药市场的发展方向，也促进了公司农药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

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加强技术研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公司充分发挥湖南化工研究院技术平台优势，重点开展了相关产品的连续化合成技术，相关

产品产业化前期开发及废水预处理方法的研究。研究院组织项目申报 7 项，并深入研究结构多样

性酰胺和氮杂环等产品，共合成具生物活性新化合物 178 个，并对所合成化合物进行了必要的物

化常数测定、结构确认和生测送样发现部分化合物具有进一步优化价值；发现部分化合物具有进

一步研究与开发价值。公司上半年申请发明专利 6件，新获发明专利授权 3件。 

5、积极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做好株洲公司安置 

公司成立三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召开了三项制度改革启动会，制定了“总体实施

方案”并对主要任务进行了分解，已上报湖南省国资委审批。2018年 1月，海利株洲职工安置方

案已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获省国资委批准，2018年 4月全面启动职工安置工作，目前员

工相关安置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加强与株洲市政府的沟通，积极落实中央环保督查组和省市两

级政府的要求，按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株洲公司设备拆除和物资处置等相关工作，争取早日交厂交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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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尹霖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