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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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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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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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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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电话

020-81652222

0514-87270833

电子信箱

hdxylsh@outlook.com

yjzo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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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073,247,671.12

2,236,786,057.04

3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4,955,240.61

276,036,303.13

8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3,024,980.91

268,150,289.75

87.59%

36,713,137.77

-43,280,009.14

18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91

0.1136

84.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83

0.1130

8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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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1%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7%

4.6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3,023,879,800.84

12,737,983,660.82

2.24%

4,088,081,191.70

3,822,638,929.94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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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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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股比例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2%

985,747,992

132,838,808 质押

598,872,484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7.25%

175,505,415

0 质押

141,929,65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1%

167,236,095

0 质押

161,404,158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其他
司－万能三号

5.49%

132,838,808

广东潮商会投资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2.74%

66,419,404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恒升 22 号潮汕资本证 其他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77%

42,926,240

0

陈颍权

境内自然人

0.75%

18,146,000

0

林采耿

境内自然人

0.73%

17,581,729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招
其他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69%

16,591,673

0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国投泰康信托瑞福 2 号证 其他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0.65%

15,762,240

0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132,838,808
66,419,404 质押

66,41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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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
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上述股东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详。

截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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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878,16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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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82,406 股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985,747,992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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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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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和战略目标，通过持续创新，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推进全
面绩效考核，强化运营管理。上半年各项主要产品和业务稳健发展，经营效益继续保持良好增长。2017
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7,324.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40%；营业利润62,607.68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86.7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0,495.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93%
本报告期公司通过完善配套、技改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巩固提升氯碱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
继续大力发展土壤修复业务，通过土壤修复示范基地建设、营销网点建设、PPP工程、建设海外土壤
改良研发中心，推动土壤调理剂销售，拓展土壤修复业务的经营模式和海外市场。借助上下游一体化
优势，发展PVC生态屋及环保材料业务，拓展PVC的下游应用领域，进一步提高产业协同效应。
子公司中谷矿业PVC/烧碱综合项目一期于2016年投产，本期公司PVC、烧碱产销量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本期烧碱产品市场价格保持较高水平，本期氯碱产品总体盈利水平较高；本期土壤修复业
务收入和效益也较上年同期明显增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
公司自规定的施行日2017年6月12日开始执行该项会计准则，并且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公司根据以上通知规
定，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
目列报，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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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期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塑交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本期已开展
业务。
二级子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本期设立全资子公司西部环保杭锦旗土壤改良有限公司、西部环保通辽
土壤改良有限公司，并开展业务。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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