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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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昆股份 60123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军 宋海荣 

电话 0573-88187878 0573-88182269 

办公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光明

路199号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光明

路199号 

电子信箱 zj@zjtkgf.com freedomshr@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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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22,615,025.49 34,660,671,972.69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272,466,307.30 16,070,844,881.47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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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7,097,567.24 646,779,681.76 405.13 

营业收入 24,633,409,434.10 18,676,083,890.42 3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90,315,020.71 1,360,888,152.28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10,543,089.57 1,335,484,392.13 -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31 9.70 减少1.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6 0.75 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75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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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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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48 464,908,884 0 无   

嘉兴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34 225,207,402 0 无   

陈士良 境内自

然人 

5.84 106,647,464 0 无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

能信托·尊溢同盈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4.36 79,644,500 0 无   

杭州博海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博海汇金增盈 20号

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1.93 35,175,073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89 34,518,360 0 无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诚信托－大潮优选 1 号集合

信托计划 

未知 1.64 29,870,353 0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华颖 2 号单一资

金信托 

未知 1.59 28,996,437 0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华颖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 

未知 1.56 28,445,563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未知 1.37 25,006,299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陈

士良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持有浙江桐昆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66.7%的股份，陈士良先生同时担任嘉兴

盛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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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行业的总体概况 

2019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不平凡的半程，外部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逆风扰动，

内部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凸显，转型升级爬坡过坎。在减税等一系列政策加持下，经济实现了平

稳运行。 

报告期内，受到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降的影响，国内商品市场整体呈现震荡走势，原油价格

波动剧烈，受中美贸易争端等宏观消极面影响，聚酯产业链下游坯布、终端纺织服装业需求有所

下滑，涤纶长丝盈利空间缩窄，聚酯产业链利润受 PX 价格下降的影响，往下传导至 PTA 工厂，PTA

行业的利润相比去年同期上升幅度较大。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始终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牢牢抓住生产、经营、项目、管理四驾马

车，以创新为驱动，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补齐短板，加快智能制造和绿色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聚酯聚合产能约为 520 万吨，涤纶长丝产能约为 570 万吨，连续十多年

在国内及国际市场实现产量及销量第一，涤纶长丝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占超过 16%，国际市场占有

率约 1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6.33 亿元，同比 2018 年上半年上升 31.90%，实现利润总额

184,041.91 万元，同比 2018 年上半年上升 2.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031.50

万元，同比2018年上半年上升2.16%，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76元，与2018年上半年相比上升1.33%。 



报告期内，生产总体平稳，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盈利水平因国际贸易环境等原因稍有

影响，库存波动较大。安全环保基本受控，科技申报有序推进，党建工作不断加强。主要经济指

标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同比稍有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新建项目稳步推进。公司现有四个项目处于建设期：恒优年产 30 万吨 POY

项目、恒优年产 30 万吨 POY 技改项目聚酯、长丝土建处于收尾阶段，并已完成部分纺丝设备的安

装，聚酯装置即将投产；恒邦年产 30 万吨绿色智能化纤维项目土建完成，聚酯装置已在近期开车

投产；恒腾四期年产 30万吨绿色纤维项目聚酯、纺丝车间土建已进入施工扫尾阶段，热媒管道、

支架、保温等正在施工安装，纺丝设备正陆续到货安装中。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恒邦三期绿色制造项目的验收、成果鉴定及报奖工作。恒邦三期工信部

绿色制造核心技术通过中纺联院士专家小组鉴定，技术水平处国际先进水平。公司牵头承担的“绿

色多功能差别化聚酯纤维制造与应用技术集成创新”项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由浙江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组织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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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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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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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具体内容详见《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之 “附注、五、重要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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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