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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中期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中期报告摘要摘自中期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中期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中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阮水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阮国旗声明：

保证中期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Ｇ龙盛 

股票代码 600352 

上市证券交易

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盛 陈国江 

联系地址 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 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 

电话 （0575）2048616 （0575）2048616 

传真 （0575）2041589 （0575）2041589 

电子信箱 changsheng@longsheng.com chengj@longsheng.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流动资产 1,291,019,107.77 1,482,355,386.62 -12.91

流动负债 925,587,421.93 1,134,714,463.86 -18.43

总资产 2,062,391,646.36 2,248,669,405.30 -8.28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 
1,082,872,743.49 1,057,092,260.31 2.44

每股净资产(元) 1.8348 1.7911 2.44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1.8203 1.7768 2.45

 
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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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84,801,266.48 82,668,257.18 2.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515,129.03 81,583,979.22 4.82

每股收益(元) 0.1437 0.1401 2.57

净资产收益率(%) 7.83 8.56 减少 0.73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557,743.05 78,704,994.03 36.66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

产产生的损益 
420,369.30

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760,000.00

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

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2,827,211.71

所得税影响数 932,979.86

合   计 -713,862.55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0,15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阮水龙 其他 15.525 91,627,671 91,627,671 0 

阮伟祥 其他 8.922 52,657,769 52,657,769 0 

阮伟兴 其他 8.458 49,867,583 49,867,583 0 

苏紫薇 其他 7.820 46,151,529 46,151,529 0 

章荣夫 其他 4.152 24,507,790 24,507,790 0 

项志峰 其他 4.034 23,806,310 23,806,310 0 

浙江龙盛控股有

限公司 
其他 3.921 23,143,304 23,143,304 0 

上虞市龙盛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 3.305 19,506,284 19,506,2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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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成 其他 2.454 14,484,804 14,484,804 0 

诺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1.437 8,677,300 0 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8,677,300 人民币普通股 

UBS LIMITED 5,019,186 人民币普通股 

美林国际 4,479,158 人民币普通股 

ING BANK N.V 3,804,128 人民币普通股 

汇丰银行 2,610,069 人民币普通股 

东海证券 2,485,496 人民币普通股 

诺安平衡 821,780 人民币普通股 

熊伟 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雷曼兄弟 7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朱树峰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的说明 

(1)、公司股东阮水龙与阮伟祥、阮伟兴、项志峰存在关联关系，分

别为父子、父子、及岳父与女婿关系。上述四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36.93%的股份；(2)、浙江龙盛控股有限公司系阮水龙、阮伟祥、阮

伟兴、项志峰等 17 位自然人出资的公司，持有公司 3.921%的股

份；(3)、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

利润率

(%) 

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 

主营业务利润

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散染料 517,180,093.97 428,482,937.11 17.15 -2.60 2.63 减少 4.22 个百

分点 

活性染料 240,326,659.49 184,971,493.77 23.03 42.78 44.99 减少 1.18 个百

分点 

酸性染料 38,156,061.42 32,326,946.47 15.28 16.84 20.27 减少 2.41 个百

分点 

中间体 143,350,415.14 119,212,939.20 16.84 36.42 40.74 减少 2.55 个百

分点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中期报告摘要 

第 4 页 共 10 页 

减水剂 121,268,308.82 102,205,942.52 15.72 60.15 58.28 增加 1.00 个百

分点 

保险粉 46,573,829.68 44,056,682.66 5.40 653.46 475.23 增加 29.30 个

百分点 

助 剂 2,773,495.61 2,294,235.57 17.28 29.62 31.49 减少 1.18 个百

分点 

小计 1,109,628,864.13 913,551,177.30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1,187,608.61 元人民币。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国 内 943,472,713.79 24.40 

国 外 166,156,150.34 1.73 

合 计 1,109,628,864.13 20.39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适用√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以上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73.11
募集资金总额 46,647.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1,435.67

承诺项目 拟投入 是否变更项目 实际投入 产生收 是否符合计划进 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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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金额 益情况 度 预计收益

年产 5000 吨低

压液相加氢法间

苯二胺 

13,619 否 14,973.52 748.82 是 否 

年产 5000 吨对

位酯项目 
4,890 否 0 0 否 否 

年产 4900 吨红

色谱活性染料项

目 

4,987 是     

年产 5000 吨黄

橙黑色谱活性染

料项目 

4,967 是     

年产 5100 吨蓝

色谱活性染料项

目 

4,996 是     

年产 5000 吨酸

性染料项目 
4,996 是     

年产 10 吨维生

素 D2 项目 
4,987 是     

合计 43,442 / 14,973.52 748.8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的

说明（分具体项目） 

1、间苯二胺系列项目均未实现预期收益是因为：今年春节间苯二胺项

目停产检修以及一季度间苯二胺产品市场需求淡季所造成，二季度间

苯二胺生产和销售良好，下半年预测比上半年好，预计全年间苯二胺

系列项目能为公司带来较好的收益。 

2、对位酯项目公司于 2003 年 1-8 月份已用自有资金投入 625.70 万

元，后因其产品市场竞争无序，短期内判断尚难恢复，公司决定暂缓

实施本项目.此项目募集资金尚未使用，所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反

映为零。 

变更原因及变更程序说明

（分具体项目）  

1、调整三个活性染料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方式，由公司直接投资建设方

式变更为公司通过向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调整的

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科华从事活性染料的生

产和销售的时间已达三年多，积累了不少运作经验，且年成长速度较

快，公司考虑其在国内活性染料市场已处于领先地位，其“科华素”

品牌在市场也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此借助其主体来运作实

施上述三个项目；另一方面，公司目前已调整产业布局，此次变更的

目的也是为使得募集资金项目能够更快、更好地产生经济效益。 

2、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虞新晟化工工业有限公司已投资生产酸性染

料，公司实施该项目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目前化工中间体市场

对高纯度的间苯二胺需求越来越大，为更好地打开间苯二胺国际市

场，同时更有效地发挥“10,000 吨/年低压液相加氢制间苯二胺扩产项

目”效益，因此变更酸性染料项目。 

3、维生素 D2 项目与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生产技术相关性不是很

大，实施该项目将在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给公司带来很大的风

险，同时本次募集资金中其中一个国家“双高一优”项目“年产 5,000

吨低压液相加氢制间苯二胺项目”，产品市场供求缺口大，投资回报

率高，效益好，因此变更维生素 D2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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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更投资项目

的资金总额 
24,936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项目拟

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产生收益情况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年产 4900 吨

红色谱活性染

料项目 

年产 4900

吨红色谱

活性染料

项目 

4,987 4,736.59 885.09 是 是 

年产 5000 吨

黄橙黑色谱活

性染料项目 

年产 5000

吨黄橙黑

色谱活性

染料项目 

4,967 3,796.58 709.43 是 是 

年产 5100 吨

蓝色谱活性染

料项目 

年产 5100

吨蓝色谱

活性染料

项目 

4,996 4,669.21 872.49 是 是 

10,000 吨/年

低压液相加氢

制间苯二胺扩

产项目 

年产 10 吨

维生素 D2

项目 

4,988 4,902.74 245.18 是 否 

精馏法制

3,000 吨/年

聚合级间苯二

胺技改项目 

年产 5000

吨酸性染

料项目 

4,998 5,151.53 257.62 是 否 

合  计 / 24,936 23,256.65 2,969.81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和收益的说

明（分具体项

目） 

1、间苯二胺系列项目均未实现预期收益是因为：今年春节间苯二胺项目停产检修

以及一季度间苯二胺产品市场需求淡季所造成，二季度间苯二胺生产和销售良好，

下半年预测比上半年好，预计全年间苯二胺系列项目能为公司带来较好的收益。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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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方及被

收购或置入资

产 

购买日 交易价格 

自购买日起

至报告期末

为上市公司

贡献的净利

润 

是否为关联交易

（如是，说明定

价原则） 

所涉及

的资产

产权是

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

的债权

债务是

否已全

部转移 

浙江龙盛控股

有限公司，浙

江忠盛化工有

限公司 55%股权 

2006

年 3 月

25 日 

40,968,675.00 0
是，根据净资产

即实收资本平价

收购 

是 是 

刘国华，浙江

捷盛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06

年 6 月

30 日 

115,590,000.00 0

是，根据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并

考虑公司盈利状

况及合理市盈率 

是 是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适用□不适用 

 

收购浙江忠盛的工商变更事宜正在办理之中  

收购浙江捷盛的工商变更事宜正在办理之中  

 

6.2 担保事项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

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

（是或否） 

    ～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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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15,909.68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15,909.68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15,909.68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4.69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的债务担保金额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0

 

6.3 重大关联交易 

6.3.1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 
998,793.83 61.55 49,992,661.48 76.77

上海益盛染料化工有

限公司 
44,230.77 0.0071   

浙江正裕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 
528,579.06 0.085   

浙江安盛化工有限公

司 
  2,302,662.18 24.19

合  计 1,571,603.66  52,295,323.66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1,571,603.66

元。 

 

6.3.2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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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06 年上半年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06 年下半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欠方案实施时间表 

□适用√不适用 

 

6.6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适用□不适用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第一

大股东阮

水龙 

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两个月

内，如公司股价低于 3.66 元

时，将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不超

过总股本 5%的股份。 

2005 年 9 月 29 日公司披露《关于第一大股东阮水

龙增持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鉴于自 2005 年

7 月 28 日起至 2005 年 9 月 28 日的期间内，公司 A

股股票成交价未低于 3.66 元，因此截止 2005 年 9

月 28 日增持人未增持公司股份。 

 

注：特殊承诺指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除法定承诺之外的其他承诺。 

 

6.7 未股改公司的股改工作时间安排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未股改公司已承诺股改但未能按时履行的具体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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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6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1,109,628,864.13 921,723,692.34 710,240,764.11 810,500,333.77

减：主营业务成本 913,551,177.30 731,242,360.33 663,986,655.22 705,425,140.5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145,765.88 3,957,355.66 3,495,331.75 3,430,004.56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191,931,920.95 186,523,976.35 42,758,777.14 101,645,188.64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2,925,337.54 2,068,484.33 1,984,350.54 2,108,352.47

减: 营业费用 34,346,031.11 26,869,207.04 14,192,114.65 13,586,566.83

管理费用 50,291,528.21 39,828,400.36 24,157,711.85 19,852,245.10

财务费用 10,311,155.81 14,728,954.46 4,688,320.17 11,415,306.6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99,908,543.36 107,165,898.82 1,704,981.01 58,899,422.50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69,289.00  87,026,035.90 31,363,163.60

补贴收入 777,935.00 710,000.00 760,000.00 680,000.00

营业外收入 389,936.57 285,602.97 365,687.58 226,979.27

减：营业外支出 3,217,148.28 1,034,598.55 2,682,150.59 890,481.1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97,928,555.65 107,126,903.24 87,174,553.90 90,279,084.22

减：所得税 11,833,315.58 22,267,124.10 3,825,526.32 17,140,909.59

减：少数股东损益 1,293,973.59 2,191,521.96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4,801,266.48 82,668,257.18 83,349,027.58 73,138,174.63

 

公司法定代表人:阮水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王忠          会计机构负责人: 阮国旗 

 

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7.3.2 如果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提供具体说明 

    （1）2006 年 4 月 10 日，公司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上虞友联固废处理有限公司，占公司注

册资金的 40%，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2006 年 4 月 25 日，公司出资 232.50 万美元设立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

资金的 75%，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阮水龙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7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