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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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奕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俊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光辉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周奕丰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长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因公出差

被委托人姓名
林少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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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936,429,970.80

3,073,247,671.12

-4.45%

419,750,854.36

504,955,240.61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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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15,215,995.42

503,024,980.91

-1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6,906,925.19

36,713,137.77

1,17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24

0.2091

-22.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22

0.2083

-2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0%

12.51%

-5.11%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3,787,507,350.37

14,337,649,856.16

-3.84%

5,926,331,936.88

5,790,881,553.1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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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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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0%

992,538,180

165,641,548 质押

795,017,538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6.79%

175,505,415

0 质押

139,100,000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7%

167,236,095

0 质押

164,236,09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其他
司－万能三号

5.14%

132,838,808

广东潮商会投资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2.57%

66,419,404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华能信托·汇诚 171（鸿达 其他
兴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0%

36,206,619

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04%

26,990,553

26,990,553

宁波德希实业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1.03%

26,544,016

0

九泰基金－浦发银行－广
东粤财信托－粤财信托·鸿
其他
达兴业定增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

0.73%

18,893,387

18,893,387

平安大华基金－浦发银行
－广东粤财信托－粤财信
其他
托·鸿仁定增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

0.63%

16,194,332

16,194,332

132,838,808
66,419,404 质押

66,41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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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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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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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15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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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82,406 股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992,53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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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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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健，稳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公司主要从事的氯碱业
务行业景气度较高，上半年PVC、烧碱市场价格总体保持高位震荡走势，下游需求稳定。公司抓住行业发
展机遇，通过进一步完善配套、技改创新、优化产品和业务结构，巩固提升氯碱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在保
持传统产品规模稳定的同时，加大改性PVC、PVC专用料的研发和生产力度，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上半年公司氯碱产品产销量稳定，经营效益良好。电子交易平台及综合服务、土壤修复等业务也为公司带
来利润贡献。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36亿元、营业利润5.0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0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和战略目标，不断寻求创新发展新思路、提质增效新方法。一方面，
通过强化运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对生产经营各项关键业绩指标的考核，及时制定和调整各阶段工
作规划；另一方面，结合整体发展战略与业务重点，大力鼓励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新产品研发，
推进创新项目建设，促进各业务板块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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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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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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