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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7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21-047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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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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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禾实业 股票代码 00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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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洋 王物强 

办公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 127 号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 127 号 

电话 0550-5612755 0550-5682597 

电子信箱 liuyang@ajhchem.com wangwuqiang@ajh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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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4,389,399.24 1,829,001,831.25 3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9,316,436.14 356,748,253.71 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8,620,122.93 307,820,851.95 1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9,162,464.39 408,475,670.95 -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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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64 2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0.63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2% 7.91%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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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4,258,008.82 6,998,152,136.98 1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32,236,050.59 4,945,909,384.69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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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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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4.66% 250,487,223 0 质押 23,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3.36% 18,841,785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

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8,000,000 0   

荷兰汇盈资产管理公司－荷

兰汇盈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境外法人 1.16% 6,529,18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新锐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6% 6,492,045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1.08% 6,057,394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

合 
其他 0.93% 5,202,609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品华泰组合 
其他 0.91% 5,085,53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供给改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4,627,469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3% 4,078,46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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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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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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禾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金禾转债 128017 2017 年 11 月 01 日 2023 年 11 月 01 日 55,200.82 

第一年 0.3%、 

第二年 0.5%、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3%、 

第五年 1.5%、 

第六年 1.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3.81% 29.3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8.22 31.65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受到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国内外市场环境依然严峻。同时受到大宗原料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国际海运费

的持续攀升以及汇率快速波动的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承受较大的压力，在公司党委、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经营层和一线员

工的努力下，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和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7,438.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35.29%，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3,931.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上涨23.14%。 

1、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与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年产5000吨三氯蔗糖项目的建设以及投料开车工作，经过数月的调试，截止到报告期末，项目装置

运行稳定，产能负荷已达到80%，生产消耗已基本达到预期水平。目前公司正在根据装置运行状况，持续做好工艺优化和设

备改进工作，进一步提升生产消耗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能负荷，为公司发展增添后劲。 

由子公司金沃科技作为实施主体的年产5000吨甲乙基麦芽酚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目前正在进行项目建设工作，公司将

在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争取早日按质按量完成项目建设。 

2、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积极利用合肥金禾化学材料研究所的研发优势，围绕公司发展目标和方向，在食品添加剂、香精香料、高性能材料、可

降解材料及中间体领域，做好技术研发和项目储备，争取快速产业化，以促进公司新业务的发展。 

公司本部研发中心和生产工艺、设备部门围绕现有产品和生产持续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安全系数和信息化管理，提升环

保治理水平和能耗管理工作，进一步降本增效，提高整体经营效率。 

3、加强安全环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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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三年整治专项行动计划，履行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分别与相关责任人签订

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逐层分解安全生产和环境管理的具体任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隐患排查活动，最大限度的维护

生产的安全平稳工作。同时强化应急预案演练演习，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公司不断加大安全环保设施的投入，通过加快技术研发和工艺的优化，降本增效，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安全、环保方面的

管控能力，有效减少碳排放，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行动方案，成立了公司碳排放管理领导小组，目前正在搭建碳排

放管理体系和制度，加强对碳资源的排查和管控，及时监测和优化碳排放关键参数，形成碳排放管理闭环，有效实施碳减排

和碳中和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生产管理，提升财务核算水平，进一步发挥信息化平台的优势，加强人才培养，进一步夯实公

司基础管理水平，规范运作，持续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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