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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1                           证券简称：正丹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0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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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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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丹股份 股票代码 3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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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国忠 李铁钢 

办公地址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路 61 号国控大

厦 A 座 15 楼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路61号国控大厦

A 座 15 楼 

电话 0511-88059006 0511-88059006 

电子信箱 stock@zhengdanchem.com stock@zhengdan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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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65,948,523.62 597,083,734.84 -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48,819.48 24,794,555.58 -6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084,611.64 19,511,617.63 -7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749,865.45 -118,728,444.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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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1.8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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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714,300.37 1,690,114,040.42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3,540,816.82 1,325,662,610.26 -0.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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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杏投资（镇江）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3% 137,700,000 0   

禾杏企业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6.25% 128,520,000 0   

镇江立豪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8% 45,900,000 0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9% 20,998,080 0   

常州红土创新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 12,395,450 0   

弘成租赁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1,958,890 0   

孙旭波 境内自然人 0.25% 1,210,900 0   

宋华忠 境内自然人 0.24% 1,193,000 0   

张玉成 境内自然人 0.16% 795,500 0   

杨贤林 境内自然人 0.15% 739,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华杏投资与香港禾杏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正国、沈杏秀控制的企业；深创投为常州红

土第一大股东，深创投为国内知名的股权投资机构，常州红土系深创投于当地出资引导

设立且主要投资于当地企业的股权投资机构；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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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杨贤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0,00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9,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3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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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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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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并蔓延扩散，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全面下降甚至萎缩，国际贸易疲

软，同时局部地区地缘政治、军事摩擦加大，国际油价暴跌，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宏观经济风险因素明显增

多，诸多的不确定性给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公司及时制定了疫情防控实施方案，坚持“防疫情、保安全、

稳生产”的方针，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地恢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6,594.85万元，同比下降5.21%。但由于受3月份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综合影响，公司

产品销售价格持续走低，而公司提前备货的原料成本仍处于前期高位，4-5月主要消化库存高价原料，导致产品毛利率同比

下滑较为严重，6月份开始逐步恢复。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4.8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9.1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一）加强疫情防控，降低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国各地采取了隔离、推迟复工、交通管制、禁止人员聚集等防疫管控措施。为有效应对

疫情危机，公司在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小组，制定疫情防控工作管理办法和各项业务流程，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公司积极加强与上下游产业链的沟通工作，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经营工作的有序开展，报告期内的产量销

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二）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整体盈利能力 

受全球疫情扩散影响，医用PVC手套需求持续增加，因而其专用增塑剂DOTP订单需求迅速增加，公司依托“10万吨/年

环保型特种增塑剂项目”的生产能力，及时调整扩大生产安排，全力扩大DOTP增塑剂产品的生产，为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培

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开展资本运作，启动再融资项目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拟募集资金32000万元，用于建设“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目”，和“碳九芳烃综合利用生产特种精细

化学品的产业链-1万吨/年均四甲苯项目” ，将进一步强化产业链协同效应，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可转债项目已

于2020年7月1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并于7月21日收到审核问询函，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 

（四）推动技术研发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以技术进步推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报告期

内，公司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件，实用新型专利3件。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共获得授权专利38件，其中发明专利17件，

实用新型专利21件。 

（五）强化安全环保 

公司积极应对安全环保检查，逐级落实安全环保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重点在员

工培训、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管理、环保整治等方面强化管理，为企业持续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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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 日

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对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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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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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