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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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傲化学 60336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岩   

电话 0411-82285231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6

号大连富力中心10楼 

  

电子信箱 zqb@bio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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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279,846.73 1,189,296,891.60 2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49,433,564.59 1,033,468,499.38 1.5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6,502,703.79 82,995,832.05 16.27 

营业收入 397,704,283.33 349,889,008.03 1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7,961,040.58 112,557,286.63 1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6,170,202.86 108,578,554.24 1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07 13.16 减少1.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43 1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43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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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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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00 75,786,668 0 质押 47,961,200 

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84 75,384,600 0 质押 58,819,600 

辽宁洁世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5 5,364,960 0 无 0 

芮一云 境内自

然人 

1.47 3,846,438 0 无 0 

宁波百化创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6 3,548,121 0 无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财富 80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3 3,208,01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6 1,990,097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其他 0.54 1,406,907 0 无 0 



司－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徐红玉 境内自

然人 

0.54 1,400,000 0 无 0 

徐文君 境内自

然人 

0.45 1,186,38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由于刘宪武先生、王文锋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书》，因此其分别控制的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大连三

鑫投资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上述《一致行动协议

书》已于 2020 年 2 月 6 日到期，双方于 2020 年 2 月 

6 日签署了《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不再续签的声

明》，声明自 2020 年 2 月 7 日起，通运投资及刘宪武

先生与三鑫投资及王文锋先生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8 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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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刘宪武 

变更日期 2020年 2月 8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大连百

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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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概述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重创国内外经济体系，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影响下，国

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各行业不同程度遭受冲击，公司生产经营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

战。 

公司将 2020年度的工作重心设定为防控疫情，全力保证正常的生产经济活动，降低疫情对公

司的影响。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克服重重困难，如期实现复工复产和产能恢复，并取得 2020年半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770.4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96.10 万元，较上年同期

分别增长了 13.67%和 13.69%的成绩。  

 

（二）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分析 

2020 年半年度，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759.53 万元，净利润 12,176.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15.26%和 10.31%，基本完成“防疫情、稳生产、保增长”的既定目标。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以水处理服务为主的下游行业以及终端工业企业，对杀菌剂的需求

减少，得益于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国内需求正走出低谷逐渐恢复；但欧美等地区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需求拐点尚未出现，公司出口业务仍将面临较大挑战。随着行业供求关系发生变化，BIT

等系列产品的价格在经过前期大幅上涨后逐渐向正常价格区间理性回归。 

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半年度工业杀菌剂业务承压，公司发觉市场需求情况变化后，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以二次创业的精神积极开拓市场，强化经营管理，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努力抵消

疫情的不利影响，仍然保持工业杀菌剂业务增长。 

 

（三）重大项目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决定投资建设松木岛分公司工业杀菌剂三期项目，

项目计划投资 48300 万元，建设周期 24 个月。项目主要产品包括：CIT/MIT 12000 吨/年（或 MIT 2000

吨/年）、OIT 1200 吨/年（或 DCOIT 600 吨/年）、BIT 2500 吨/年。目前，该项目正按计划进行土建

工程建设，预计 2022 年初正式投产。 

 

（四）重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沈阳百傲实现营业收入 5,872.98 万元，净利润 1,417.90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变

动 105.04%和 632.24% ，继上年度实现扭亏后继续保持盈利。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向大连百傲销售

F 腈中间体，2020 年半年度 F 腈中间体的产量和销量分别为 939.08 吨和 919.25 吨 ，较上年同期

分别增加 494.82 吨和 340.24 吨。 

为延伸 F腈中间体产业链，沈阳百傲启动以 F腈中间体为原材料的 2000吨染料中间体项目，

目前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尚未产生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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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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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