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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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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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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 股票代码 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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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少韩 于静 

办公地址 广州市广州圆路 1 号广州圆大厦 28 层 广州市广州圆路 1 号广州圆大厦 28 层 

电话 020-81652222 020-81652222 

电子信箱 hdxylsh@outlook.com yjzoe@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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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164,774.75 2,618,113,235.74 3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1,359,503.75 331,964,253.30 13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77,017,308.73 323,925,026.79 13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64,325.84 -707,427,250.00 10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30 0.1282 105.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53 0.1282 83.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7% 4.46%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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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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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2,751,906.36 17,906,726,515.69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06,669,068.98 7,452,116,796.65 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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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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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鸿达兴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5% 410,162,345 410,162,345 

质押 373,689,402 

冻结 353,239,156 

广州市成禧

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4% 175,505,415 175,505,415 

质押 175,100,000 

冻结 175,505,415 

乌海市皇冠

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3% 118,150,803 118,150,803 质押 118,150,803 

长城国融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90% 26,990,553 26,990,553   

华融证券－

招商证券－

华融股票宝

19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9% 14,844,804 14,844,804   

王健 境内自然人 0.36% 10,921,632 10,921,632   

安徽中安资

本管理有限

公司－中安

鼎汇定增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0.36% 10,796,221 10,796,221   

庄依榕 境内自然人 0.35% 10,454,200 10,454,2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5% 10,372,356 10,372,356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9,999,178 9,999,1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关系，该 2 名股东与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上述股东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73,839,239

股股份，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6,323,106 股

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410,162,345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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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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鸿达兴业

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

券 

鸿达转债  128085 
2019 年 12 月 16

日 

2025 年 12 月 16

日 
77,832.64 

第一年 0.4%、

第二年 0.6%、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8%、

第五年 3.0%、

第六年 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6.86% 58.0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27 2.89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公司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克服困难，全力保障各项业务稳定发展。本报告期公司立足

“氢能源、新材料、大环保、交易所”四大产业，在保障氯碱业务保持较高产销量的同时，推动氢能应用、

土壤修复、稀土应用等业务发展。 

本期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各产业板块业务稳定发展，经营效益良好。氯碱产品继续保持

较高开工率和盈利水平，稀土新材料、土壤调理剂及防疫产品本期为公司带来较好收益。2021年1-6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27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1亿元。 

本报告期公司氯碱装置保持较高开工负荷，氯碱产品产销量和经营效益良好。公司充分发挥在氯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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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围绕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目标，针对生产工艺和装置开展

研发和技改工作，积极有效控制原料和能源单耗，同时提高装置自动化和环保水平。本报告期国内PVC市

场保持较高景气度，PVC销售价格保持高位运行，本报告期公司氯碱业务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 

本报告期公司继续推动“制氢、储氢、运氢及氢能应用”的氢能产业建设，液氢工厂、加氢站运行稳定，

氢气制备、氢气加注、稀土储氢、运氢装置、氢能应用等方面的研发工作持续开展。公司紧紧抓住氢能产

业发展机遇，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公司拟募集资金建设年产五万吨氢能源项目，进一步提高液

氢、高纯气氢的生产能力。 

本期公司土壤修复业务发展良好，一方面，公司紧跟市场需求研究开发新产品，丰富土壤修复产品系

列，在全国各地大量开展土壤改良工作，推广土壤调理剂系列产品的应用；另一方面，公司下属土壤研究

院积极参与各地耕地治理项目的土壤检测工作，开展土壤修复产品和技术研发工作。 

此外，本期公司继续生产供应口罩、防护面罩、84消毒液、含氯高效消毒液、稀土抗菌材料、PVC隔

离板等防疫产品，为公司带来较好经济效益。同时公司积极践行企业担当、履行社会责任，向社会群众及

政府部门捐赠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为全国抗击疫情、河南省防洪救灾工作做出贡献。 

公司将继续秉承“以实干创造未来”的企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打造氯碱和氢能双主业的发展模式，推动公司发展迈上新台阶。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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