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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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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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25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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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化能源 600273 华芳纺织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赵震 

电话   0573-85580699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乍浦滨海大道

2288号 

电子信箱   jhnydsh@163.com 

注:公司原董事会秘书林琳女士已于2018年8月3日离职，暂由公司董事长管建忠先生代为履行相应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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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1,712,147.35 8,642,081,293.21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6,703,524,475.22 6,466,869,833.69 3.66 



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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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002,348.61 -198,211,128.54 299.79 

营业收入 2,822,249,882.26 2,663,533,770.82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1,419,167.65 458,838,218.80 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66,358,345.07 454,630,688.71 24.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70 11.02 减少2.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35 1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35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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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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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0.44 600,389,604 18,997,912 质押 340,743,500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

－万向信托－万向信托－

星辰 7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2.57 38,100,206 0 无   

红塔红土基金－中信证券

－渤海信托－添利 4号平

层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56 37,995,824 37,995,824 无   

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

宝信托－华宝－中信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56 37,995,824 37,995,824 无   

金元顺安基金－中信银行

－中诚信托－2017年中信

银行组合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2.41 35,725,055 35,725,055 无   



朱兴福 境内自

然人 

2.18 32,410,153   无   

红塔红土基金－中信证券

－西藏信托－西藏信托－

盛景 25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14 31,745,262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87 27,781,935   无   

管建忠 境内自

然人 

1.36 20,159,064   无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

－杭州富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28 18,997,912 18,997,912 无   

金鹰基金－中信证券－万

向信托－万向信托－星辰

75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28 18,997,912 18,997,912 无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华

润深国投－华润信托·增

利 18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8 18,997,912 18,997,912 无   

郭劲松 境内自

然人 

1.14 16,863,18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管建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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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浙 江 嘉 化

能 源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16

年 绿 色 公

司债券（第

G16 嘉化 1 136445 2016年5月

23 日 

2021年5月

23 日 

300,000,000.00 4.78 



一期）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21.70   24.9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60.81   23.7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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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延续了 2017 年下半年化工供需良好、价格上扬的市场态势，也得益于供给侧

改革继续深化及对安全环保从严监管的政策环境，在以董事长为核心的管理层的卓越领导下，以

绿色环保安全稳定生产为前提，公司在循环经济、客户资源和技术环保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进一步

显现，保持了稳健的发展。2018年上半年园区内企业蒸汽销售量保持稳定增长，充分发挥了公司

循环经济的优势；上半年脂肪醇系列产品在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通过原料点价，产品长

约定价等一系列措施，保持装置满负荷开工，效益进一步提升；上半年氯碱市场延续了去年下半

年较好的市场行情，公司的氯碱产品在园区内拥有稳定的管道客户，园区外有着多年良好稳定的

合作伙伴，市场竞争力强，氯碱装置开工率和效益保持较高水平；随着公司磺化医药系列产品（含

邻对位系列产品）装置的继续完善，规模和技术升级，环保优势突显，进一步巩固了行业龙头地

位，显现了公司绿色发展的优势。 

（一）2018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经公司上下共同努力，最终实现年初制订的经营目标。2018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8.2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1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26.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6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24.58%；实现每股收益为 0.39元，比

上年同期上升 11.43%。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04亿元，比上

年末上升 3.66%；资产负债率 21.70%，比上年末下降 3.29%；EBITA利息保障倍数 60.81，比上年

同期上升 156.37%。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充分展现竞争资源优势，经营再创佳绩  

2018 年上半年蒸汽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68,447.3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3.07%，销售量较

去年同期增长 7.16%。脂肪醇（酸）产品产业链更加细化和完善，在同行业竞争中取得了主动权，

上半年脂肪醇（酸）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12,160.70 万元，较去年同期持平。2018 年上半年氯碱

行情受环保影响适度下调，但公司有着多年良好稳定合作的客户，市场竞争力强，公司氯碱开工

率一直高于行业平均开工率。上半年氯碱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51,538.00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4.03%。随着嘉化新材料的试生产，公司磺化医药系列产品品种更加丰富，产业链进一步延长，

行业龙头地位突显。上半年磺化医药系列产品（含邻对位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1,893.89 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1.18%。全资子公司美福码头主要提供液体化工产品及油品的装卸及中转仓

储服务，2018年上半年由于码头进行技术改造、客户装置停车检修，导致上半年码头吞吐量有所



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以技术和环保领先优势，通过循环经济来实现资源、能源的综合开发和高效

利用，通过优质的客户资源优势和完整的产业链聚合效应来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和综合实力。 

2、重视安全环保工作，节能减排凸显社会责任感 

2018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通过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管理

制度和操作规程、开展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抓好安全教育等工作，使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有序

开展。积极落实港区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要求，按计划淘汰落后设备，安全生产工作得到进

一步保障。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环保工作，锅炉烟气超低排放项目的建设实施、有机废气的治理，以及积

极进行废水设备技术升级工作，优化了工艺从源头上减少废水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公司继续加大节能技术改造，2018年上半年淘汰部分低效电机变压器设备；建立了节能管理

网络，建设能源“双控”试点示范企业。 

3、加大研发，技术创新引领发展 

公司持续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科技竞争力日益增强，科技成果产业化

成效显著。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围绕公司五大业务板块，在 2017年 16项的基础上 2018年新

增多项技术开发课题的攻关。创新平台建设同时迈上新台阶，公司“浙江省芳烃磺酸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在磺化医药系列产品（含邻对位系列产品）下游技术创新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申请专利共计 43项，已累计获得 31项专利授权，其中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3项，覆盖

公司各产品系列。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浙江技术创新能力百强企业”。2018 年上半年继续加大

研发投入，研发费用支出 9,903.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20%。 

公司未来将继续利用技术创新，发展磺化医药产业链及脂肪醇（酸）下游产品；采用最新的

超低排放技术改造热电联产机组；同时，公司将继续发展新能源和绿色能源产业。 

4、完善下游高附加值产品，磺化医药产业链发展壮大 

嘉化新材料年产 3.8万吨 TA系列产品上半年已完成试车并陆续投产，新产品已得到下游客户

的认可，基本满足客户的需求，随着该项目的顺利投产，进一步发展了公司磺化医药系列产品（含

邻对位系列产品）下游系列产品，助力公司磺化医药产业链的发展壮大。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创新实现新突破，拥有多个发明专利的磺化医药产业链下游产品装置—

—BA新产品投入试车运行，新产品已逐步得到下游供应商的认可。 

5、热电联产产能进一步释放，循环经济产业链进一步完善 

热电联产是嘉化能源的业务核心，2017 年公司已建设完成两台 450 吨/时高温高压循环流化

床锅炉（7号锅炉和 8 号锅炉）和一台 45兆瓦高温高压抽气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7号汽轮机）。

2018年公司继续建设 9号炉项目及 8机汽轮机组，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蒸汽供应等级，使企业具

备低压、中压、次高压及高压的各等级的蒸汽供应能力，满足供热区内各类企业对不同蒸汽等级

的需求，成为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目前园区内冷凝水回收输送给嘉化能源的有近

十家公司，回水量近 300-400吨/小时，公司通过冷凝水回收项目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自产电发电量进一步提高，发挥了循环经济综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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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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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