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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7                         证券简称：安诺其                              公告编号：2022-052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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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诺其 股票代码 3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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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坚 李静 

电话 021-59867500 021-598675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崧华路 881 号 上海市青浦区崧华路 881 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anoky.com.cn investor@anoky.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0,385,980.33 549,177,901.30 -1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839,274.11 63,964,199.70 -2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6,744,832.58 45,792,593.30 -1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437,931.68 100,394,528.86 -123.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5 0.0658 -32.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5 0.0658 -32.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3.3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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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1,136,770.85 2,706,767,829.71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33,597,021.02 2,286,757,746.9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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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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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立军 境内自然人 34.22% 360,307,620 270,230,715 质押 154,315,600 

张烈寅 境内自然人 4.88% 51,394,637 0.00   

张坚 境内自然人 0.51% 5,360,000 4,020,000   

沈翼 境内自然人 0.47% 4,968,759 0.00   

陈良 境内自然人 0.47% 4,963,712 0.00   

张秀 境内自然人 0.47% 4,930,000 0.00   

陈慧 境内自然人 0.39% 4,132,000 0.00   

池学聪 境内自然人 0.36% 3,783,105 0.00   

缪融 境内自然人 0.28% 2,987,565 0.00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25% 2,676,78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纪立军、张烈寅夫妇，共同持有本公司 39.1%的股份，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纪立军先生及其夫人张烈寅女士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良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4,963,712 股，实际合计持有 4,963,712 股；股东张秀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3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4,930,000 股。股东陈慧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32,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132,000 股；股东陈

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46,78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73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76,78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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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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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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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 2022 年经营计划，管理层围绕董事会战略部署开展各项工作，面对国内疫情的反

复以及复杂多变的行业形势，公司在继续加大对研发投入同时加快了新增产能的建设，山东精细 5.27 万吨高档差别化分

散染料及配套项目预计 2022 年底可实现部分产能试生产，以期尽快提升公司染料产能规模，形成规模效益，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0,385,980.33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7.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839,274.11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6.77%，报告期内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 

（1）东营 52,700 吨高档差别化分散染料及配套建设 

项目于 2021 年 7 月正式开工建设，在该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项目子公司（山东精细）一方面根据工艺装置特点，增

设粉体气力输送系统、液体物料自动输送系统、滤饼自动洗涤系统、砂磨高度自动化集成，完善粉体包装自动化系统，

提高了整个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另一方面，主动转换釜式工艺为连续化工艺，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的安全性和单线生产

能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方案的积极落实，为项目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报告期内该项目正在加紧

的建设中，预计 2022 年年底部分生产线开始试生产。 

（2）5000 吨数码墨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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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该项目正在加紧的建设中，预计 2022 年年底部分生产线开始试生产。 

2、持续强化研发创新，加大研发投入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64%，报行期内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1.58%。 

新产品研发方面：公司努力开发“环保型、低能耗、短流程、少排放、降成本”的中高端差异化产品，公司自主研

发的 NM 系列超微环保液体分散染料，大大提高分散染料固色率，可以大幅度降低下游用户的 COD 排放量、废水色度和综

合成本，充分满足了下游客户的节能环保要求，产品推出至今，得到下游客户的良好反馈，该产品销量也大幅提升，成

为公司又一主打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最新推出了安诺可隆金黄 S-3R 200%单品，具有颜色鲜艳、高力份、升华牢度好、

稳定性佳、pH 适用范围广、环保性更佳的突出特点，受到市场的广泛好评，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与清华大学团队合作研发的“微反应器强化硝化反应流程再造技术与示范”课题，获批为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

计划“重大自然灾害防控与公共安全”专项中的“精细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关键流程再造技术及示范”项目。该合

作研发项目还在 2019 年获评“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 2021 年 9 月经院士领衔专家团队进行科技成

果评价，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报告期内，已完成该项目小试评审、中试、工业化模拟实验等环节，并于 2022 年 5 月

通过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组织的国内首次使用工艺安全可靠性论证，目前正在进行工业化实施的手续办理阶段，公司技术

团队与清华大学专家团队将加快工作节奏，尽快将项目落地。 

公司为提升中间体生产技术水平，自 2019 年开始与天津大学团队合作开展了“分散染料中间体绿色智能制造连续化

改造项目”，采用最新的化工过程强化技术，对现有的染料中间体进行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将传统

的生产工艺全面更新换代为连续流反应技术。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小试、中试的验证工作，正在开展工程化设计、车间布

局设计和手续办理工作。项目的成功实施将实现染料中间体的绿色化、智能化、连续化生产技术。 

3、积极开展产业链相关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与原参股公司上海安诺其科技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杨晓慧女士签署《上海安诺其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720 万元人民币，受让杨晓慧女士持有的安诺其科技 30%股权。报告期内，已完成上述股

权转让，公司合计持有安诺其科技 60%股权，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安诺其科技利润大幅度提升，成为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促进公司在军工及军民融合产业方面的发展，符合公司新材料领域的战略规划。 

4、2022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有序推进 

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等相关议案，报告期内，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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