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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078                                公司简称：澄星股份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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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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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岐霞 因公务 李兴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澄星股份 600078 鼎球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夏正华 

电话 0510-80622329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梅园大街618号 

电子信箱 cx@phosphat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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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920,760,337.72 7,261,013,685.10 -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29,749,387.43 1,836,317,221.76 -0.3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9,699,538.86 246,753,431.70 -15.02 

营业收入 1,439,981,874.07 1,476,837,704.82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173,774.72 26,183,269.94 -2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060,151.74 24,351,345.20 -29.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0 1.46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0 0.04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0 0.040 -25.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4,5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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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78 170,826,693 0 质押 170,826,693 

江阴汉盈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01 106,107,921 0 质押 106,107,921 

吴海燕 未知 1.52 10,047,854 0 未知   

牟海鹏 未知 0.70 4,646,50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0.39 2,593,700 0 未知   

李红 未知 0.30 2,013,600 0 未知   

钱江 未知 0.30 2,000,001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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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晓 未知 0.28 1,856,300 0 未知   

梁洁 未知 0.28 1,827,400 0 未知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

易所） 

未知 0.25 1,678,33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九

大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磷化工行业整体呈现市场需求不振、产能结构性过剩矛盾依然突出，公司上游

黄磷产品由于主要原材料工艺技改等因素影响生产单耗，进一步导致黄磷生产成本上升，公司下

游工业级磷酸和磷酸盐产品因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以及受湿法磷酸低价竞销影响，产品销售价格在

上游黄磷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难以保持同比例上涨，盈利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面对各种

不利因素叠加影响的行业态势，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既定发展战略，理性分析，积极应对，研究

对策，通过采取优化产品结构，调控产品产能，加强技术革新，对外通过稳固原有市场，积极开

拓新兴市场等有力措施，确保公司上半年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3,998.1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7.3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2.95%。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高、精、尖、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应用步伐，积极拓展高端市场，进一

步提升企业转型，从而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广西钦州澄星 5 万吨级泊位液体化工品专用码头建设

已结束，目前进入竣工验收阶段，公司以技术创新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和发展循环经济，实现

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云南子公司宣威磷电和弥勒磷电两个黄磷工厂的三废综合利用和治

理及清洁文明生产技术改造提升项目已达到阶段性目标，通过推进绿色发展，弥勒磷电成为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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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黄磷生产工厂，为国内黄磷生产行业树立了良好示范。2017 年，弥勒磷电被授予“能效领跑

者标杆企业”称号，这是继去年公司下属子公司宣威磷电之后又一家企业获此殊荣。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

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

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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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新政府补助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

助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进行调整，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

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无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李兴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