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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5                           证券简称：中旗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1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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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旗股份 股票代码 30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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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阳 徐利 

办公地址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长丰河路 309 号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长丰河路 309 号 

电话 025-58375015 025-58375015 

电子信箱 info@flagchem.com info@flagchem.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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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222,150.69 796,333,940.19 1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177,517.19 81,403,866.19 2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7,179,730.45 79,728,922.46 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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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203,832.29 13,574,976.64 77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1.11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1.11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7% 7.78%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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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557,114.32 2,238,334,869.43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8,056,785.60 1,197,173,444.48 3.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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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耀军 境内自然人 30.10% 39,736,620 39,736,620 质押 12,384,000 

周学进 境内自然人 15.66% 20,675,920 17,006,760   

张骥 境内自然人 6.00% 7,920,000 7,92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弘永

定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6% 3,251,557 0   

丁阳 境内自然人 2.08% 2,741,068 2,671,041   

Jiuding Mercury 

Limited 
境外法人 2.03% 2,674,458    

苏州周原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1,847,09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

发轮动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1,232,354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2% 948,24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924,0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吴耀军与张骥为夫妻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和 Jiuding Mercury Limited 为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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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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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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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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加强新产品研发、推进技术改造、

优化生产工艺，利用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加快产品多样化；进一步开拓市场，在提高市

场占有率的同时，做好品牌建设工作；抢抓市场机遇。虽然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强，市场

需求旺盛，但二季度江苏省化工行业整治过程中对公司正常生产造成一定影响，打乱此前保

持的生产节奏，实际产出量未达到原定生产计划。尽管如此，公司尽力克服困难，仍然实现

了一定的利润，具体情况如下： 

1、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实现营业收入88,822.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1.54%；实现净利润9,817.75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了20.61%。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了一定的增长。 

2、安全环保工作情况 

公司一贯以生产运营的安全环保作为重中之重，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致力于持续提升安

全环保表现。报告期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但随着全社会对安全环保问题关注度的提高，

政策环境日趋严格，对企业安全生产和环保行为规范要求越来越高，对公司来说既是压力，

更是机会。 

3、项目建设情况 

（1）募投项目情况 

A.研发中心项目 

截止目前累计使用募投资金5,033.61万元，目前项目基本完成，已投入使用； 

B.《淮安国瑞化工有限公司年产400吨HPPA及600吨HPPA-ET项目》 

截止目前累计使用募集资金5,847.01万元，目前项目已经取得试生产备案并正在进行试生

产； 

C、《江苏中旗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00吨98%氟酰脲原药及年产300吨96%螺甲螨

酯原药项目》 

截止目前累计使用募集资金9,701.58万元，目前项目已经取得试生产备案并正在进行试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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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江苏中旗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0吨97%甲氧咪草烟原药及年产500吨97%甲

咪唑烟酸原药项目》； 

截止目前累计使用募集资金9,044.18万元，目前项目已经取得试生产备案并正在进行试生

产。 

 (2)其他项目 

其他以自有资金投入的项目按照计划推进，目前进展顺利，部分自建项目已经取得试生

产备案，正在进行试生产。 

4、技术研发创新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获得46件专利权证书（24件发明专利和22件实用新型专利），另有36件

发明专利申请已被国家专利局受理。 

5、截止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和生物的首套装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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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告编号：2019-030） 

 

执行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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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告编号：2019-045） 

 

 2017年3月，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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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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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其中《新金融工具》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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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利润表中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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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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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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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旗股份于2018年12月14日在安徽和县与参股公司安徽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张开

旋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从签订之日起，公司合计

持有安和生物51%的股权，安和生物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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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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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