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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8                           证券简称：高科石化                           公告编号：2019-038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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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石化 股票代码 00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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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君南 马文蕾 

办公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鲸塘工业集中区 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鲸塘工业集中区 

电话 0510-87688832 0510-87688832 

电子信箱 liujn@gaokesh.com mawl@gaoke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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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750,841.29 310,852,166.67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93,814.20 14,427,487.95 -3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476,639.20 14,082,556.50 -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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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19,801.02 -29,798,301.36 13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76 0.162 -39.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6 0.162 -39.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 2.30%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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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374,402.53 773,921,553.85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5,299,515.03 630,615,628.3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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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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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汉祥 境内自然人 28.26% 25,179,000 22,572,000 质押 13,000,000 

苏州吴中融

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苏州吴中区

天凯汇达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9.42% 8,393,000 0   

上海金融发

展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81% 7,853,574 0   

陈国荣 境内自然人 3.89% 3,470,598 0   

王招明 境内自然人 3.69% 3,288,850 2,849,137   

许志坚 境内自然人 2.59% 2,308,600 2,308,600 质押 2,106,449 

李剑钊 境内自然人 1.22% 1,091,400 0   

张家港保税

区同惠企业

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 1,090,800 0   

李云 境内自然人 1.07% 951,101 0   

龚培根 境内自然人 0.68% 606,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许汉祥先生、股东苏州吴中融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吴中区天凯汇

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陈国荣先生、

王招明先生、许志坚先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本期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李云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51,101 股，龚培根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90,100 股，陈贤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59,707 股，陆金香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537,000 股，刘建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6,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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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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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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调整战略，加快高品质润滑油剂产品的研发力度，注重盘活现有资产，保持资产

的流动性和现金流量的合理性，防止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给企业未来带来更多的风险集聚，继续采取

了优化产品结构，销售体系的完善、加强采购规划与库存管理等措施，尽可能的规避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

动带来的对经营业绩的影响。一是继续强化高品质润滑油品的开发力度。公司依托省技术研究中心与宜兴

市千人计划工作站这二个平台，聘请了行业内多名资深专家、教授，进行产品、技术等方面的研发。上半

年，公司在近二年产品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加强高品质润滑油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与研发力度，如高

过载变压器油的开发、抗磨液压油产品的优化、风电设备用油脂产品的开发，部分公司老产品的质量提升

等，为公司进一步拓宽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是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持续2018年

度的内部管理完善工作，着重提升产品品质与客户服务，完善了大终端客户部、区域市场部、车用油市场

部、售后服务部等职能部门的职责考核，通过半年来的运作，成效明显。三是顺利完成权益分配工作，公

司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89,109,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股利0.45元（含税），共计

4,009,927.50元，于2019年6月26日实施完成。 

总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本期报告 

(万元） 

上期同期 

（万元） 
同比增减（%） 变动30%以上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0175.08  31085.22 -2.93   

营业成本 26261.11  26668.46 -1.53   

销售费用 981.20  819.23  19.77   

管理费用 831.49  660.03  25.98   

财务费用 287.83  220.73  30.40 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研发投入 1019.59  741.53  37.50 本期新的研发大楼投入使用，加大研

发力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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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41.98  -2978.83  134.98 本期应收账款加快回笼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84.92  -3103.10  -61.81 主要系上年同期募投项目投资执行

中。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53.59  2142.61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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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