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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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索普 60074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国林   

电话 0511-88995001   

办公地址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求索路88

号 

  

电子信箱 jssopo@so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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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818,598.27 530,482,819.55 1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07,336,029.49 470,180,412.57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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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00,989.11 27,995,771.77 88.96 

营业收入 173,886,404.63 270,409,801.74 -3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41,525.07 -2,700,07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17,486.64 -4,639,50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431 -0.5445 增加0.3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37 -0.0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tru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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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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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5.82 171,034,042 0 质押 20,000,000 

巨漳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未知 1.61 4,932,824 0 无   

陈惠琴 境内自

然人 

0.72 2,195,227 0 无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57 1,760,537 1,760,537 无   

翁凯毅 境内自

然人 

0.42 1,298,200 0 无   

刘美芳 境内自

然人 

0.38 1,150,000 0 无   

宗凤贯 境内自

然人 

0.36 1,097,050 0 无   

马孟青 境内自

然人 

0.36 1,088,778 0 无   

郭豪义 境内自

然人 

0.33 1,003,400 0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昀沣 9号集合

未知 0.33 1,000,067 0 无   



资金信托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

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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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面对市场持续低迷，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各项环保安全检查频繁致使

下游企业的开工状况较差等诸多因素下，围绕年初制订的经营计划和目标任务，坚持效益为核心，

以阿米巴经营管理为抓手，推动降本增效措施落实、严抓安全环保。确保了生产经营和各项管理

工作的稳定，与去年同期相比亏损略有下降。 

1、强化生产管理，坚持推进技改。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结合市场需求、装置生产能力

和库存制定和调节生产计划。2019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当前生产实际需要认真梳理生产系统存在

的负荷匹配问题，有效降低了不必要的能源消耗。通过对自控配碱、配料自控投肼改造稳定缩合

得率，控制各项工艺指标，解决低负荷生产状态下的装置匹配问题。4 月底按计划开展装置年度

大修，共完成 77 个主要检修项目，不仅及时消除了设备隐患,确保装置在下一个周期的稳定运行，

还通过对 ADC 保安电源、冷冻盐水管网等关键项目的改造，为装置本质安全提升和节能降耗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公司继续推进 XPE 发泡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丰富泡棉产品规格，

满足用户不同的产品需求。 

2、努力提升销售利润，推进自营出口。以市场为导向，效益为中心，灵活调整营销策略，坚

持产品自主定价，在下游需求持续低迷、同行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营销思路，加大



自营出口。对销售人员重新定位，分片管理，重新制定考核方案，增加销量考核权重比例。加大

复配产品市场开发力度，开发低成本复配产品。加大向国内外客户推销力度，把 PE 发泡母粒作为

ADC 发泡剂的衍生产品，提高 ADC 产品的附加值，加大高利润产品销售力度。坚持每周进行成本

分析工作，及时了解市场信息，掌握市场价格趋势，每周对主产品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为产品

结构、生产负荷的调整提供依据。 

3、全力推进阿米巴经营模式，在大宗原料的采购工作中加强与生产厂家的紧密合作，采取年

度长协采购、量大优惠等一系列合作方案，全力以赴抓好原辅料低成本保供。同时在备品备件采

购中不断开发新的供应渠道，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不断积累新的供应商信息，从产品质量、

售后服务、使用效果上多项比较，强化性价比，在降本的同时严把采购质量关。 

4、环保安全方面。2019 年，公司强化安全环保基础管理，狠抓队伍建设，提高全员安全环

保意识，积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将责任状层层签订到每位员工。 

安全生产方面，一是强化全厂隐患排查，并积极配合上级安全生产主管部门进行安全执法检

查。二是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与专业机构签订安全生产标准化服务合同,拟定安全生产标准

化复证工作实施方案。将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11类要素相关内容分解至各个部门，将专家检查发

现的问题汇总下发至各个部门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并按照整改要求定整改方案、整改完成时间和

责任人。三是生产安全风险管理。为了使公司双重预防机制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从而提升整体

安全管理水平，减少安全、环保事故的发生，制定双重预防机制实施方案。利用 LEC 法进一步对

在役装置风险评估与风险分级进行完善，不断完善在役装置 HAZOP 分析，完善各岗位设备和管道

标识及加强日常检查和月度大检查，对所查问题下发整改单做到闭环管理。四是扎实开展安全培

训与教育。学习《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各级领导的指示》、相关安全警示教育片。组织

相关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健康监护培训》讲座，基层安全管理培训班，义务应急救援培训班、“过

程安全管理”专题培训等专题安全学习宣贯。组织危险作业监护人一级、二级资格安全考试（共

计 30 人）。五是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根据《2019 年股份公司应急预案演练计划》，上半年公司共

开展演练 6次。 

环保方面，一是全面梳理现场原辅材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管理。二是对公司现

场各个岗位进行查看，初步选定职业卫生监测点，完成职业卫生监测的工作。三是完成 ADC 生产

尾气检测的工作。四是通过持续技改，完成末端井改造的工作，完成对精肼槽无污染处置改造，

加装氧化岗位氯气报警仪，加装冷冻涉氨系统氨气报警仪，设置独立于 DCS 控制系统的氨气报警

控制器，持续监测环境中氨气、氯气的泄漏浓度。公司上半年安全死亡事故为零，无较大及以上



安全事故发生，事故隐患受控率 100%，事故隐患整改及时率 100%，消防设施完好率 100%。 

5、项目和研发方面，上半年技术开发项目的主要进展有：推出了新的 EVA 注射鞋专用发泡剂

产品 SPV200，经客户测试后目前已量产并形成稳定销售。正在开发的橡胶二次发泡专用发泡剂进

入配方的优化调整和试验阶段；针对开发的用于 TPU 注射发泡的样品已通过测试，满足客户技术

要求，等待客户进一步量产订单需求。继续推进 XPE 发泡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以及技术改进，

推进降本增效，增加产品竞争力。项目建设方面，ADC 技术提升项目：完善项目方案，完成了项

目外部立项工作，部分工序开始招标，确定了合作厂家并签订了合同；推进 ADC 技术提升项目的

总图布置及设计工作；开展项目工艺中试、小试的验证试验。40000Nm3/h 空分项目：完成工艺包

初步设计审查，进行初步工艺包及中间设计交接；完成场地搬迁、平整；为项目下一步推进做好

准备。ADC 技术提升项目、40000Nm3/h 空分项目环评，安评等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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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参见公司 2019 年半年报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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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胡宗贵 

 

报送日期：2018-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