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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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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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利股份 60358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静莉 张哲 

电话 0510-86636229 0510-86636229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润华路

7号-1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街道润华路

7号-1 

电子信箱 suligroup@suli.com suligroup@su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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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985,670.14 2,854,246,347.40 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42,025,922.26 1,960,142,189.23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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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7,800.28 269,487,796.48 -82.85 

营业收入 666,408,634.15 953,949,940.55 -3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6,154,056.74 171,058,479.96 -4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6,187,450.61 168,329,170.33 -4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9 9.26 减少4.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95 -4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95 -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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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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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金凤 境内自

然人 

40.00 72,000,000 0 无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沽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00 18,000,000 0 无   

汪静莉 境内自

然人 

5.00 9,000,000 0 无   

汪焕兴 境内自

然人 

5.00 9,000,000 0 无   

汪静娟 境内自

然人 

5.00 9,000,000 0 无   

汪静娇 境内自

然人 

5.00 9,000,0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0.67 1,198,907 0 未知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海川 3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36 655,000 0 未知   

苏少华 境内自 0.35 623,490 0 未知   



然人 

陈志毅 境内自

然人 

0.33 592,424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汪焕兴为缪金凤之配偶，汪静莉、汪静娇、汪静娟

为缪金凤之女，缪金凤、汪焕兴、汪焕兴之弟汪焕平、

汪焕兴之侄女婿孙海峰分别持有沽盛投资 55.5%、

10.00%、6.00%、5.00%的股权，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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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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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对于各国生产经营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争端不断，贸易

保护抬头，对于国际市场的开拓带了较大影响，2019 年的南美干旱、北美洪涝灾害等导致的渠道

库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部分产品国际市场需求的恢复。作为出口为主的农药原药和农

药制剂主要生产企业，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部分农药使用区域法规的变动，公司部分主要产品的

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趋势，从而也对报告期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了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伤害也

还未得到有效改善，紧张的国际经济形势也可能将在一定期间持续。所以，公司管理层将在董事

会领导下带领全体员工做好后期应对准备，在保障生产安全、稳定生产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新项

目、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建设和开拓。 

报告期内，国家相关部门针对化工行业在安全、环保方面治理的法规仍在不断颁布和完善，

安全、环保整治的压力依然严峻。例如：生态环保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9 年 5月 24日

联合发布并于 2020 年 7 月 1日开始执行的《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以及中共中央

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2020年 2月 26 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

意见》等，都对化工企业在安全、环保运行和管理上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在报告期公

司及主要子公司管理层除了按照江苏省省委办公厅及应急管理、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的、必须在



2020年完成的“本质安全根本提升、区域布局明显优化、低端产能大幅减少”总体目标要求，继

续对各项整改项目进行持续完善以外，还结合国家机关和行政监管部门最新颁布的法规、文件，

对公司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排查和改进。在企业生产本质安全得到基本保证、生产运行稳定的前提

下，合理控制相关成本费用的支出，实现董事会下达的“降本节支、增产增效”的目标。 

报告期主要工作及结果如下： 

1、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6.66 亿元，同比下降 30.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615.41万元，同比下降 49.63%。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产品在报告期销

售规模、盈利能力都有明显下降所致； 

2、百力化学新厂区 15,000 吨十溴二苯乙烷及配套工程建成并交付使用，完成联合试运转调

试并开始正常生产，为提高产品产量质量、稳定市场供应提供了保障； 

3、苏利宁夏精细化工产品投资项目已于 2020 年 3月底开始进入建设期。在该项目建设过程

中，公司管理层将严格执行董事会决策，合理控制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质量风

险和安全风险，科学合理的控制建设周期和投资总额； 

4、结合公司各分子新厂区建设和新项目实施，公司工程技术中心和上海研发中心加快了对现

有产品提质升级、新产品研发以及工艺工程改进的进度。通过外部引进专业高端人才和内部加强

培养机制两个方面入手，加快了研发团队能力提升和梯队建设的进度，为公司后期保持持续健康

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已经公司批准立项的重点研发项目按计划目标实施和进度推进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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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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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