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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19-052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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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德化工 股票代码 00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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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庆文 张宁 

办公地址 山西省河曲县文笔镇焦尾城大茂口 山西省河曲县文笔镇焦尾城大茂口 

电话 0350-7264191 0350-7264191 

电子信箱 tondwqw@tondchem.com tdl@tond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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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586,147.94 450,061,195.07 -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388,566.01 86,213,851.96 -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201,244.76 83,959,752.36 -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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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214,950.50 113,680,850.05 -5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2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2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7% 8.1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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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825,947.26 1,312,072,142.05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0,054,871.23 1,025,216,219.09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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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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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升 境内自然人 21.22% 83,090,000 62,317,500 质押 46,790,000 

张乃蛇 境内自然人 2.98% 11,684,166 8,763,124   

郑俊卿 境内自然人 2.59% 10,127,060 7,595,295   

任安增 境内自然人 2.55% 9,992,000    

邬庆文 境内自然人 2.51% 9,839,018 7,379,263   

邬卓 境内自然人 2.29% 8,970,748    

白利军 境内自然人 1.56% 6,097,670 4,573,252   

南俊 境内自然人 1.28% 4,997,940    

秦挨贵 境内自然人 1.03% 4,035,350    

邬敦伟 境内自然人 1.02% 3,989,723 2,992,2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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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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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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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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民用爆破相关业 

报告期内，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投资有所放缓，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家推进

改革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宏观政策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内民爆行业总体

运行形势稳定趋好,产值产量有所增长，但民爆产品市场竞争仍较为激烈,盈利能力有所减缓。面对严峻的经济环境和多变的

市场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工作计划，始终“坚持安全发展，守住安全底线，坚持创新发展，

推动技术进步”的思路，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规范经营,抢抓市场机遇，积极主动应对市场变化，不断优化产品

结构,全面提高经营质量,强化安全环保管理,加强集团管控，降低运营成本,精准服务用户，经营业绩继续保持良好态势,确保

公司安全生产平稳运行；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开阔思维，创新发展，继续进行对外投资，积极推进可转债发行工作，维护公

司良好的市场形象，努力实现公司更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公司根据政府各级安全监督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安全生产月"的活动

要求,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认真有效扎实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举办安全环保应急演练、安全知识竞赛

等，狠抓安全生产和隐患整改落实，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2)继续强化内控建设，降本增效，有效防范经营风险；

(3)抢抓市场机遇，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大力拓展产品市场,加快民爆一体智能化发展，保持公司安全稳健发展;(4)按照工信部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要求，对部分炸药生产线继续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改造；(5)利用

集团财务信息化软件，进一步推动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管理水平；(6)继续利用资本市场优势，不断探索公司未来发展

之路; ; (7)继续扎实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良好的市场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758.6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38.86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17.20%；每股收益0.18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35,982.60万元，较上年末增加3.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0,005.49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2.4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321.5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3.19%；净资产收益率6.97%，较上年

期同期减少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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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 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一一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一一套期保值》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以上4项准则

以 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 的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 相关会计准则。本公司自

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其他说明 

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 订印发2019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要求，本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

相关财务 报表列报。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1、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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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 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 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 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时间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 则，并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

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 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 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

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9年6月30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8,622,182.83 / 49,083,828.19 / 

应收票据 / 37,372,809.50 / 13,309,209.50 

应收账款 / 81,249,373.33 / 35,774,618.6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4,999,648.48 / 69,251,847.81 / 

应付票据 / 28,517,454.00 / 28,517,454.00  

 

应付账款 / 76,482,194.48 / 40,734,3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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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出资2,000.00万元，占总资本的100%于2019年4月17日设立山西同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同德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成立，公司出资0.1281万美元；3.控股子公司同德资产出资510万元，占总资本

的51%的控股孙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设立深圳市同德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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