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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1                             证券简称：雅本化学                             公告编号：2019-062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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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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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63,309,4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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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本化学 股票代码 3002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卓颖 朱佩芳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201 号 18 楼 D 座 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201 号 18 楼 D 座 

电话 021-32270636 021-32270636 

电子信箱 info@abachem.com info@abachem.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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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91,353,686.55 899,226,138.32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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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36,442.87 76,462,202.12 -9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1,551,828.98 73,328,975.55 -4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991,469.11 286,379,408.61 -5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1 0.0794 -9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1 0.0794 -9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3.99%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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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3,362,255.92 3,634,461,471.46 -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38,073,176.03 1,986,526,109.98 -2.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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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阿拉山口市雅

本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12% 299,829,707 0 质押 209,001,333 

汪新芽 境内自然人 8.72% 84,000,350 0 质押 79,939,650 

张宇鑫 境内自然人 5.96% 57,368,064 0   

华商基金－浙

商银行－上海

爱建信托－爱

建信托欣欣 14

号定向增发事

务管理类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2.93% 28,251,590 0   

蔡彤 境外自然人 2.53% 24,376,051 18,282,038   

金元顺安基金

－中信银行－

中诚信托－

2017 年中信银

行组合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2.35% 22,600,503 0   

农银国际投资

（苏州）有限

公司 

其他 2.30% 22,182,060 0   

金鹰基金－中

信银行－华宝

信托－华宝－

中信 1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2.29% 22,077,856 0   

平安基金－浦

发银行－粤财

信托－粤财信

托·弘盛 11 号

其他 2.14% 20,618,8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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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资金信托

计划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六组合 
其他 1.69% 16,258,59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包括蔡彤、毛海峰、王卓颖、马立凡

与自然人股东汪新芽为公司一致行动人（蔡彤与汪新芽为配偶关系）。除前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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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6年农药行业景气复苏起，公司经营进入高速发展期，2017、2018连续两年收入和利润均实现大幅上涨。2019年上

半年，公司主要生产基地南通雅本受2月底发生的废水处理区域安全事故影响，意外停产3个多月，自6月27起已恢复生产。

南通雅本的停产影响了公司二季度的生产，使得二季度业绩下行，依靠前期产品库存以及医药等业务收入难以覆盖整体运行

成本，公司2019年上半年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9,135.3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3.12%；营业利润为6,376.49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31.66%；利润总额为1,892.4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9.72%；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3.4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9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155.18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34%。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生产经营 

面对南通雅本的意外停产，公司积极调整生产安排，将原定于下半年约2个月的检修时间提前。南通雅本于6月27日起复

产，在江苏省环保、安监新规要求之下，能够得以复产，正是南通雅本高标准投入和规范操作的体现。自复产以来，经过合

理调配资源全力组织生产，南通雅本产线进入高效开工运行，最大限度挖掘产能潜力，持续推进同富美实的3年期35亿元订

单的合作，目前开工率已达到70%并逐步提升，预计第四季度开工率可达到90%。南通雅本下半年业绩环比有望实现大幅度

增长，将最大程度降低停产带来的影响。 

受“3.21”响水化工厂爆炸事故影响，江苏省对于化工行业安全监管要求较严格，建农植保所在滨海县化工园区内企业

均处于停产整治状态，暂未有化工企业复产，复产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根据盐城市委市政府发布的《盐城市化工产业安全环

保整治提升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督促推动滨海、大丰加大化工园区整治提升力度，高标准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农植保

现已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检修升级的相关工作，公司将积极与相关单位沟通，加快推动复产工作。受此影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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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滨海基地新增生产线项目”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经公司董事会重新论

证后决定延期至2020年5月。 

2、医药产品快速发展 

1）新品上市 

医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保持增长，公司医药业务管道内布局的新品陆续进入放量生产阶段，为公司发展提供新动力。 

①美国艾伯维公司和瑞士罗氏旗下的基因泰克公司合作研发的维奈托克(Venetoclax)于2016年4月16日上市，是第一个靶

向B细胞淋巴瘤因子2(BCL–2)选择性抑制药，适用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与难治疗性或复发性17p突变基因缺失患者。公司

生产的BAZI是该原料药的关键中间体，并且是全球最大供应该中间体的生产厂商。 

②第一三共公司开发的集落刺激因子1受体抑制剂Turalio（pexidartinib）于2019年8月2日上市，用于治疗症状性腱鞘巨

细胞瘤（TGCT）成人患者。pexidartinib是治疗TGCT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获批疗法。公司生产的CABP以及TFPC为该原料

药的关键核心中间体，目前是全球最大供应商。 

公司在医药领域布局已逐步成熟，尤其在抗肿瘤系列领域拥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和丰富的产品储备，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

持续动力。 

2）生物酶业务 

公司通过并购朴颐化学子公司颐辉生物将产业链延伸至生物酶领域，获得了仲醇脱氢酶、羰基还原酶、葡萄糖脱氢酶等

200余种生物酶生产技术。近两年颐辉生物的生物酶业务得到了快速扩张，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82.12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104.27%；净利润843.8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9.51%。生物酶业务的净利率较高，始终保持在50%左右。 

报告期内，公司与杭州湾上虞经济开发区达成落户意向。雅本公司计划在上虞开发区投资建设生物医药研究院、生物酶

制剂基地和高端原料药项目，主要建设生物医药研究院和生物酶制剂基地，打造高端生物医药基地，满足供给侧改革需求。

公司正式投入前将根据投资计划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根据相关规则进行披露。 

3、餐厨垃圾处理 

艾尔旺是专业从事餐厨垃圾处理、市政污泥处理、城市有机生活垃圾等固体有机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其核心AAe厌氧消化技术及装备已入选国家发改委《国家鼓励的循环经济技术推荐目录》，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

资金支持。其主要产品包括AAe独立式厌氧反应器、AAe组合式厌氧反应器等设备服务于市政餐厨垃圾生物厌氧消化处理、

城市有机生活垃圾生物厌氧消化处理、环卫粪便生物厌氧消化处理等领域。现已形成了“餐厨垃圾预处理+生物厌氧消化+

智能阳光干化”的餐厨垃圾处理路线，盈利稳定毛利率高，接单势头良好，已经为全国47个项目提供相关设备和服务。同时，

艾尔旺还是一家先进的设备及技术提供商，为国内多家环保上市公司提供污泥厌氧消化处置设备、餐厨垃圾处置设备及相关

技术服务。 

在垃圾分类政策开启餐厨的投资热潮后，作为餐厨垃圾处理行业的隐形龙头，艾尔旺的技术和设备应用市场将被进一步

打开，市场潜力巨大。 

4、汇率波动 

公司主营业务以出口为主，主要结算货币为美元。外汇汇率的波动将影响公司盈利水平，近期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出现大

幅贬值，公司将产生汇兑收益，对净利润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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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金融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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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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