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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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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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113,235.74

2,846,117,863.08

-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1,964,253.30

275,178,223.78

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3,925,026.79

256,727,253.20

26.17%

-707,427,250.00

565,382,309.50

-22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82

0.1063

2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82

0.0992

2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6%

4.41%

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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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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3,526,474.94

16,807,642,292.60

1.22%

7,604,563,242.57

7,270,258,044.22

4.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
86,094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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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

792,992,872

32,802,740 质押

673,924,188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8%

175,505,415

质押

175,100,000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6%

167,236,095

质押

167,236,09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三号

其他

2.63%

68,120,971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04%

26,990,553

华融证券－招商证券－
华融股票宝 19 号集合资 其他
产管理计划

0.57%

14,84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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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

10,796,221

王健

境内自然人

0.41%

10,574,724

庄依榕

境内自然人

0.40%

10,4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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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

9,84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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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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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详。

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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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93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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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60,506 股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792,99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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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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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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鸿达兴业股
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
券

债券简称

鸿达转债

债券代码

128085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本期可转换公司
债券票面利率
为：第一年
0.4%、第二年
242,666.42 0.6%、第三年
1.0%、第四年
1.8%、第五年
3.0%、第六年
5.0%。

2019 年 12 月 16 日 2025 年 12 月 16 日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98.36%

108.24%

-9.88%

资产负债率

54.98%

56.42%

-1.44%

速动比率

59.47%

85.42%

-25.95%

本报告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89

2.83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2.1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社会和经济环境，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公司全体员工凝心
聚力、克服困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全力保障各项业务稳定发展。同时，
公司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利用积累的技术、市场和上下游协同优势，大力推进实施各项创新项目，
进一步拓展特色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努力创造
更好的效益回报社会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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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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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新材料业务本期收入和效益有所增长，口罩、消毒液等防疫产品本期为公司带来较好
收益。同时，公司立足“氢能源、新材料、大环保、交易所”四大产业，在保障氯碱化工、土壤修复等业
务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多措并举开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求的新产品、新领域，大力发展氢能源、大
环保、稀土新材料和公共防疫产品等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继续推动“制氢、储氢、运氢及氢能运用” 产业化发展。公司建设的国内首座民用液氢
工厂顺利投产，实现了液氢大规模生产、储存，提高了民用氢气运输效率，填补了国内民用液氢生产的空
白。公司氢能通勤大巴正式运行，由公司在乌海市自建的加氢站充装氢气。此外，本报告期公司建成运营
两座移动加氢站。
在疫情期间，公司积极践行企业担当、履行社会责任，开发和生产供应一次性防护口罩、一次性医用
防护口罩、PVC抗菌材料、PVC生态屋、消毒液等产品，为防疫工作做出应有贡献。公司还开发了集环保
性、机动性、功能性为一体的生态之舟方舱医院、移动工厂，为应急管理提供可移动保障。
公司积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依法治土的政策精神，响应国家“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的政策号召，坚持发展土壤改良业务，进一步延伸公司“大环保”板块布局。公司积极参与投标各地土
壤修复相关政府采购项目，分别中标韶关市、阳春市及廉江市耕地污染治理项目。公司自主研发以钾长石、
电石渣等天然矿物质为主要原料的高效、环保的钾-硅-钙型矿物质肥料，一方面，实现工业废渣的有效利
用，有助于解决我国钾肥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改良农林土壤性能，保护生态环境，与
公司土壤改良业务产生较好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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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
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
财政部2017年7月5日颁布《关于修订
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对于最早可比期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
间期初之前或2020年年初之前发生
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 2020 年4 月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 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 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更的议案》
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
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受影响
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的报表项目：存货、预收账款、合同
负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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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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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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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5日，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鸿达兴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4月30日，公司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鸿达兴业（广州）生态之舟有限公司。因此，本期公司合并范围增加鸿达兴业（广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鸿达兴业（广州）生态之舟有限公司。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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