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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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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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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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天湖南路

69号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天湖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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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4,373,273.78 5,534,629,269.64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299,666,531.35 3,234,521,170.17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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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35,349.24 -157,622,352.42   

营业收入 2,102,844,081.78 1,883,742,473.85 1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0,755,840.48 174,560,730.68 -2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661,032.27 170,221,810.48 -23.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99 6.48 减少2.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31 -3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31 -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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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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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0,000 无 0 

王明龙 境内自

然人 

1.63 10,000,000 10,000,000 无 0 

江世华 未知 0.10 610,000 0 未知 0 

陈庆雨 未知 0.07 444,500 0 未知 0 

李秋荣 未知 0.05 309,500 0 未知 0 

王君 未知 0.05 300,000 0 未知 0 

郑文俊 未知 0.04 257,500 0 未知 0 

陶国梁 未知 0.04 216,900 0 未知 0 

郑志根 未知 0.03 210,700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03 186,447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浙江仙鹤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明龙

先生与王敏文先生、王敏强先生、王敏良先生、王敏岚

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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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在经历了 2018 年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动荡、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

原材料价格高位不下、中美贸易摩擦，国际汇率变动等一系列考验，公司也迎来了跨入沪市 A 股

资本市场，加速投资发展的关键节点。公司面对全球经济深刻调整，动荡波折，顶住困难，砥砺

前行，坚持公司的经营理念，利用自身的规模和资金优势，抓住机会逆势而行，加快了产业链布

局，赢得了产能的快速增长，并在新产品开发上取得成效。经营规模得到了有效的扩大，市场拓

展成果显著，技术研发进展顺利，公司治理运作规范，保持了公司持续稳步发展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机制纸产量 24.05 万吨，同比增长 9.32%；销售量 22.76 万吨，同比增

长 13.8%；实现营业收入 210,284.41 万元，同比增长 1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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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6.10 万元，同比下降 23.24%；公司资产总额 556,437.33 万元，增

长 0.54%。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的增长虽为负值，但公司二季度的经营业绩对比一季度有了明显的增长。

公司二季度营业收入为 108,945.44 万元，较一季度的 101,338.97 万元增长 7.51%，公司二季度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905.99 万元，较一季度的 3,160.11 万元增长

213.47%，同时合营公司夏王纸业的二季度业绩有显著提升，使得本公司投资收益增长 203.50%。

从而实现本公司二季度利润总额 10,724.48 万元，比一季度增长了 167.06%。 

1、开展投资并购，加快规模化发展 

为抓住机遇，加快布局，谋求公司的长远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在 IPO 募投项目全面投产的

同时，在常山辉埠工业园区投资建设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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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专家认证，并取得环评验收，进入了设备

采购和施工阶段。 

仙鹤东港生产基地 PM25 年产 3.5 万吨高档食品包装原纸 、数码喷绘热转印纸项目和中奥合

资公司唐丰特种纸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高档烟用接装原纸项目纸项目也按计划顺利进展，该两

条高档特种纸生产线将于 2019 年下半年投入运行。子公司河南仙鹤的“年产 8 万吨特种纸项目”

也于 2019 年 4 月份投入生产。 

这些项目的实施，为提升公司智能化水平，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

公司规模化发展，多元化延伸，实现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储备了后劲。 

2、利用市场资源，实现借力发展 

公司于 2018年 4 月 20 日在沪市主板成功上市，证券代码为 603733。资本市场的成功进入，

为公司打开了的新的融资平台。为了加速规模化投资步伐，减轻公司资金压力，报告期内，在董

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向中国证监会发起了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申报，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5

亿元人民币，用于 22 万吨高档纸基新材料项目，已获得证监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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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预案》公告编号：

2019-010）。此举为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实现“抓住机遇、扩大主业”战略发展思路的重要

举措。 

3、重视产品研发，提高公司自主创新能力 

公司一如既往重视新产品研发，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有色木浆水刺复合无纺布用纸、高洁

净 CTP 版衬纸、高阻油格拉辛纸、低定量铝箔衬纸、高平滑转移印花原纸、高强度本色牛皮包装

原纸等 6 个新产品成功通过了省级新产品鉴定。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达到 3,463.18 万元，研发人员达到 236 人，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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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工作，经过了环



境影响评价，并通过了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5、优化内部管理，扩大市场份额，提高抗风险能力 

经过了 2018年以及今年初的市场波动，市场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公司新产能的

达成，销售压力加大。为了实现公司扩大规模竞争战略，公司优化内部管理，加强风险管控，一

方面通过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加强销售布局，快速抢占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报告期内，

公司销售特种纸 22.76万吨，比 2018 年同期增加了 2.76 万吨，同比增长了 13.80%，确保了销售

与新增产能的平衡，同时也为后续仍在投入的新产能计划夯实市场基础。 

优化管理，练好内功，提升管理水平是公司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又一举措。近年来，公司顺利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的换版升级认证，夯实了公司管理基础。

ERP、CRM 等多个系统的先进数字化信息管理手段正在分阶段实施，加快“数字化仙鹤”的工业 4.0

建设。通过了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成为衢州市第二家通过贯标认证的企业，推进了

企业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正式启动了“中国制造”项目。目前，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采

购管理、工艺管理、财务管理、行政业务审批等一系列环节，均实现了无纸化电子系统管理模式，

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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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