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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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提议 2018年半年度实施现金分配： 

以截至目前公司最新股本总额 61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3.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83,600,000.00元。本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也不使用未分配利润进行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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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鹤股份 6037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昱哲 叶青 

电话 0570-2833055 0570-2833055 

办公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经济开发区

天湖南路69号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经济开发区

天湖南路69号 

电子信箱 zqb@xianhepaper.com zqb@xianhepa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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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8,617,627.10 4,848,799,461.40 2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301,366,020.15 2,346,099,389.47 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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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30,352.42 -157,257,355.06 14.29 

营业收入 1,883,742,473.85 1,232,614,330.16 5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4,560,730.68 183,472,054.87 -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0,221,810.48 159,272,326.53 6.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48 8.83 减少2.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33 -6.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33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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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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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鹤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8.24 540,000,000 540,000,000 无 0 

王明龙 境内自

然人 

1.63 10,000,000 10,000,000 无 0 

张娇 未知 0.13 802,370 0 未知 0 

陈亚新 未知 0.12 720,800 0 未知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

海-浦江之星 327号-博海汇

金二号集合资金托 

未知 0.11 686,300 0 未知 0 

叶哲阳 未知 0.05 300,500 0 未知 0 

杭州博海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博海汇金增盈 26 号证

券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0.04 240,000 0 未知 0 

杭州博海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博海汇金增盈 23 号证

券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0.03 203,400 0 未知 0 

张谅 未知 0.03 168,000 0 未知 0 



陈良勇 未知 0.02 122,447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浙江仙鹤控股有限公司与王明龙属于一致行动

人，与其他流通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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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以“家文化”建设为引领，和谐发展；以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为抓手，

精准管控；以 ERP 信息化管理为工具，高效快捷；以科技和人才为支撑，创新驱动；以绩效考核

为手段，追求卓越；以“浙江制造”为标准，迈向“中国制造”（2025），打造“国内一流，国际

先进”的高性能纸基功能型新材料领军企业。抓住机遇，扩大主业，在加快扩大公司规模的历程

中，保持了公司持续稳步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机制纸产量 22万吨，同比增长 31.12%；销售量 20万吨，同比增长 34%；

实现营业收入 188,374.25万元，同比增长 52.82%；实现利润总额 20,557.97万元，同比增长 1.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7,022.18 万元，同比增长 6.87%；公

司资产总额 582,861.76万元，同比增长 20.21%。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幅小于营业收入增幅的主要原因：1、市场原材料采购价格大幅上升；2、

加大了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增加了研发费用；3、市场汇率变动导致的汇率损失；4、资产处置收

益、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1、进军资本市场，仙鹤股份沪市主板成功上市 

2018 年 4 月 20 日，仙鹤股份正式在沪市主板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6,200 万股，使

公司注册资本上升为 61,200 万元，募集资金 78,070.59 万元（扣除费用）。公司 IPO 的成功，标

志着仙鹤从此进入资本市场，迈向更高的起点。为公司“抓住机遇、扩大主业”的战略发展思路

和新项目、大项目的投资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2、加快规模发展，打造高起点智能化生产基地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其中在常山辉埠工业园区的年产 10.8 万吨高档特种纸项目和衢江区 5



万吨数码喷绘热转印等纸的技改项目，均属于高智能化生产线，从 2017年下半年已陆续建成投产。

截止报告期末，年产 10.8万吨高档特种纸项目最后一条生产线 PM4基本完成组装，将于 8月份进

行试产；年产 5 万吨数码喷绘热转印纸、食品包装原纸、电解电容器纸技改项目也已大部建成，

下半年将运行投产。为谋求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又于今年 5 月份开始筹划在常山辉埠工业园区

投资建设 19 万吨高档特种纸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高档特种纸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2）。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为提升公司智能化水平，打造中国制造 2025 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储备了后劲。 

3、重视产品研发，提高公司自主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一如既往重视新产品研发，成功开发了包括荧光彩色纸、高温自粘纸、双面

淋膜原纸、本色家具保护纸等多个新产品，其中省级工业新产品鉴定通过有 17 个，正在申报的有

6 个，新申请发明专利有 11 个，新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有 11 个。目前由公司主导制定的浙江制造

标准有 3个（字典纸、单面光烟用接装纸原纸、烘焙原纸）。 

4、强化管理创新，向大数据、智能制造进发 

为了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公司在管理上实行了多项举措，通过向规范化、大数据、高智能提

升公司的管理水平。今年上半年，公司新一代信息化管理平台 ERP 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公司

内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集财务管控、人力资源、采购与库存、销售与渠道、生产质量与成本

控制、研发设计和产品管理、车间执行、战略与决策等九大管控核心为一体的平台化运营。同时

启动了公司“两化融合”建设项目，使企业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向中国制造 2025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 

5、持续节能降耗，做绿色企业的倡导者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公司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加强源头管控，

过程监测，在各排口安装了 PH 值、氨氮、COD、总氮在线监测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同时还

采取手动监测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定期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自行监测，强化环保设施管理，保障

公司及周边环境质量。报告期内公司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环境影响事件为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低于排污许可排放量，排放浓度均符合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公司所有在建项目均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了环保保护“三同时”工作，经过了环

境影响评价，并通过了环保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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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