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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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得科技 60319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  兵 陈英华 

电话 021-37285599 021-3728559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

180号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

180号 

电子信箱 hdkj@shhdsz.com hdkj@shhds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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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864,945.24 1,634,418,531.33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44,121,042.11 1,116,769,908.00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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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2,725.45 8,100,485.19 -149.17 

营业收入 655,404,235.62 808,847,219.82 -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5,892,466.61 59,054,128.36 1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9,431,750.44 57,844,260.73 2.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77 10.68 减少4.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2 0.74 -16.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2 0.74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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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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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汇得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62 38,000,000 38,000,000 无 0 

颜群 境内自然

人 

22.50 24,000,000 24,000,000 无 0 

上海湛然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19 13,000,000 13,000,000 无 0 

上海涌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9 5,000,000 5,000,000 无 0 

张秀丽 境内自然

人 

0.18 187,885 0 无 0 

孙求生 境内自然

人 

0.17 180,000 0 无 0 

邢洪波 境内自然

人 

0.14 147,100 0 无 0 

关文平 境内自然

人 

0.13 139,300 0 无 0 

王新夏 境内自然

人 

0.13 137,500 0 无 0 

戴国焕 境内自然

人 

0.12 129,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汇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建中、

颜群夫妇合计持有汇得集团 100%的股权，另外，湛然合

伙的合伙人中，普通合伙人鸿砚投资为实际控制人钱建

中持股 100%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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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面对中美贸易关系反复，产品及原料价格同步下行，公司在以董事长为核心的

管理层的卓越领导下，公司以绿色环保安全稳定生产为前提，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拓展市场及产

品应用领域，保持了公司稳健的发展。 

（一）2019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540.42 万元，同比下降 18.97%，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60,670.68 万元，同比下降 17.01%，营业收入主要系主产品市场价格较同期下降所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89.2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943.1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74%。截至 2019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

资产 158,386.49 万元，较上年度末下降 3.09%，净资产 114,412.10 万元，较上年度末增长 2.45%。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保持稳定。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强化销售、研发协同，努力拓宽市场及产品应用领域 

2019 年上半年，公司通过营销转型，强化销售与研发的协同作用，根据客户需求，加大新产

品研发和应用技术服务力量，锁定目标市场与客户群，通过定制化营销策略，在保持原有市场份

额基础上，极力开发新的客户，其中新增优质客户 60 余家；并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应用，如超纤湿

法及干贴面、底料，PUR复合材料，功能性面料（羽绒服用尼丝纺防卷边料，PU 透气透湿膜），无

氟耐水解运动鞋革等市场运用有较大突破，特别是无溶剂环保低碳产品市场认可度越来越高，新

增多个使用厂家。 

2、持续推动科技进步，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019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中心秉承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开发理念，在延续 2018 年研发成



果基础上，继续推进上述产品持续开发及市场运用，主要涉及在无溶剂系列、TPU 覆膜系列、水

性聚氨酯系列、特种聚氨酯多元醇、超纤系列及其他功能型系列产品。申请受理一项发明专利（在

审）。公司在产品研发上的持续投入，丰富公司产品种类，促进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 

3、高新技术企业申报顺利完成 

公司 2016 年 11 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认定，有效期为三年，2019 年公司进入高新技术企

业重新认定，为确保高新技术企业顺利申报，公司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公司高新技术企

业审计、资料申报等工作。截止目前，公司已进入 2019 年度上海市第二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

单公示阶段。 

4、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年产 18 万吨聚氨酯树脂及其改性体项目已基本完

成土建，开始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完成实验室改造等基础建设；智能化改造项

目有序推进中，募集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同时，为年产 18 万吨聚氨酯树脂及其改性体项目未来投

产和产品销售做准备：开展市场调研，客户拓展，潜在市场开发，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储备等前期

工作。 

5、强化公司内部管理，重视安全环保工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通过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管理

制度和操作规程、开展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抓好安全教育等工作，新增氮氧化物在线监测，按

规开展土壤、环境、LDAR 定期检测，使企业的安全管理和环保工作有序开展，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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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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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