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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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未有经董事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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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江生化 600796 钱江生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将林 钱晓瑾 

电话 0573-87088718 0573-87038237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

路178号钱江大厦 

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

路178号钱江大厦 

电子信箱 qjbioch@600796.com qjbioch@6007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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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490,527.63 946,507,312.93 -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83,563,896.06 577,949,890.84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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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95.88 54,740,581.94 -100.47 

营业收入 186,537,959.68 229,112,535.46 -1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751,544.06 -6,320,102.92 19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727,582.57 -10,758,106.03 -9.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99 -1.01 增加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2 200.00 

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5.1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1%， 基本每股

收益 0.02元／股，较去年同期增长 200.00%，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转型升级发展奖励资金 1,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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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6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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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国家 33.30 100,378,762 0 无 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

蕴 21期（泓璞 1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1.06 3,200,07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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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66 1,988,852 0 未知   

海宁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52 1,566,841 0 无 0 

陈志勇 境内自

然人 

0.38 1,152,600 0 未知   

马学锋 境内自

然人 

0.33 1,002,601 0 未知   

赖福平 境内自

然人 

0.33 1,001,300 0 未知   

杨少石 境内自

然人 

0.33 991,400 0 未知   

李宇剑 境内自

然人 

0.32 950,800 0 未知   



陈立道 境内自

然人 

0.28 858,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其

中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国有股股东，海

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与海宁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受

同一控制人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控

制的关联方关系，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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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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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 

变更日期 2019年 2月 15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www.sse.com.cn2019 年 2 月 19 日临

2019-004公告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发布了控股股东出资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4），持

有公司股份 33.30%的控股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经营公司”）的出资人由海

宁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国资局” ）变更为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

公室（以下简称“市国资办”），持有公司股份 0.52%的海宁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实业投资”）与资产经营公司为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关系，一致行动人，因海宁市人民政

府机构改革，实业投资 100%股权变更为市国资办持有，从而使市国资办间接持有并控制钱江生化

33.82%股份，市国资局不再持有钱江生化股份。市国资局与市国资办均为海宁市人民政府职能管

理部门，本次控股股东出资人变更后，公司国有股东的经济性质未发生变化，公司国有股东持股

数未发生变化，公司国有股东资产经营公司国有资产监管不变，原有经营方式不变，对公司资产、

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本次控股股东出资人发生变更后，公司

的正常经营管理、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公司董事会结构、人员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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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继续坚持生物农药主业，做好农药制

剂和饲料添加剂的适度开发利用；充分利用技术、设备的优势，提高农药制剂的产销量，增加产



品附加值，努力降低环保成本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不断巩固国内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

市场，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努力克服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87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8.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5.15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91%，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转型升级发展奖励资金 1,300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172.7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01 %。 

1、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赤霉酸系列产品，外部面临新兴厂家的介入和原有厂家的扩量，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销售均受到了严重冲击，销售呈现价跌量减

的态势；公司内部处于环保制约等因素限产导致整体生产规模有所下降，成本大幅上升，目前主

导产品赤霉酸的销售情况到了最危难的阶段，内忧外患且无局面转变迹象； 

2、报告期内，公司复产饲料添加剂 VB2产品，由于尚处于客户开发阶段，加之非洲猪瘟疫情

影响，产品销售规模较小； 

3、报告期内，公司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继续深化安全生产管理，持续增加公

司环保投入，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生产经营稳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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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首次执行新金融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产生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 年年初财务报表

相关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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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

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3,800,395.62 

应收票据 93,800,395.62 

应收账款 58,115,214.8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3,800,395.62 

应付票据 9,000,000.00 

应付账款 52,654,228.6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6,549,378.17 
应收票据 35,185,180.78 

应收账款 51,364,197.3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3,589,991.23 
应付票据 9,000,000.00 

应付账款 44,589,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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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云跃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