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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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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和成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00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观群

张莉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 418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 418
号
号

电话

(0575)86017157

(0575)86017157

电子信箱

sgq@cnhu.com

002001@cnhu.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90,274,214.99

3,867,375,725.69

3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11,899,379.72

1,155,557,075.04

9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14,837,105.23

1,056,250,176.56

10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7,083,367.93

755,304,713.20

51.87%

1.03

0.54

90.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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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

0.54

9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4%

7.00%

上升 5.44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9,394,929,390.36

28,501,522,704.89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98,673,435.63

16,848,122,324.18

6.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7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新和成控股集 境内非国有法
团有限公司
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48.55% 1,043,253,037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3.62%

77,738,848

上海重阳战略
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重阳战略汇
智基金

1.80%

38,579,721

兴全基金-兴业
银行-兴全-有机
增长 1 号特定 其他
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1.40%

30,000,386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59%

12,680,980

浙江新和成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

0.54%

11,590,110

上海重阳战略
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重阳战略聚
智基金

0.48%

10,350,112

胡柏剡

0.47%

10,136,062

三花控股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0.47%

10,041,009

重阳集团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公司
人

0.45%

9,695,966

境内自然人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7,602,0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中胡柏剡为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的说明
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汇智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8,579,721 股，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
明（如有）
聚智基金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3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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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重阳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9,695,796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上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半年来，公司全体干部员工上下
一心，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做好复工复产，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上半年效益逆势增长的好成绩。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9,027.4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79%；利润总额256,317.4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8.7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1,189.9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1.41%。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工作情况如下：
1、防疫生产“两不误”。自疫情爆发后，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应对、多措并举，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保
障公司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在确保员工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及时有序复工复产，保证产品稳定供应；同时千方百计打
通采购、运输等各环节，保证特殊时期产品的正常发货，为销售保驾护航。
2、收入利润稳步增长。在疫情带来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应对，抓住市场机遇，精准研判，实现多个产品价
值最大化。营养品和香料业务主要产品实现量价齐升；新材料业务在新应用领域开拓顺利，取得稳定订单。报告期内，营养
品业务收入增长54.40%，香精香料业务收入增长15.43%。
3、重点项目建设落地有效。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重点项目关键节点虽有滞后，但项目总体进度可控。报告期内，蛋
氨酸二期项目年产10万吨生产线已投入试生产，标志着公司向实现年产蛋氨酸30万吨的发展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生物
发酵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试生产负荷逐步提升。
4、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夯实运行基础。报告期内，全面启动数字化转型工作，确定战略合作伙伴，启动建设智能工厂
系统、试点数字化转型项目；稳步推进壳牌HSE管理体系，开展各项安全管理培训；完成四大基地生产运行调研，形成“新
和成智能制造体系”新思路；不断优化设备完整性管理体系，实现设备安全、可靠、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提升人力资源管
理体系，完成人才发展体系规划，重点加强专业序列能力培养体系，为公司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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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预收款项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33,511,331.28

预收款项

594,976.24

合同负债

32,916,355.04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柏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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