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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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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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美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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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5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闽翀

潘大可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广珠公路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广珠公路海
尾路段 44 号
尾路段 44 号

电话

0757-28399088

0757-28397912 0757-28399088-316

电子信箱

Zhumc@dymatic.com

Pandk@dyma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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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358,732,418.47

1,028,291,085.18

3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470,434.54

99,531,056.36

-7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514,019.23

30,545,464.01

-4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079,139.45

74,826,520.87

-4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8

0.2372

-74.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8

0.2372

-74.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5.14%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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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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8,321,733.51

2,943,361,908.83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7,321,285.34

1,804,159,133.6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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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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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冠雄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1.93%

91,941,844

佛山市顺德区
境内非国有法
昌连荣投资有
人
限公司

13.11%

54,978,957

何国英

10.10%

42,353,445

佛山市顺德区
境内非国有法
瑞奇投资有限
人
公司

5.32%

22,283,789

中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祥
其他
泰精选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

1.73%

7,270,951

中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德
其他
盈增长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

1.67%

7,016,015

方正东亚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东亚·盈 其他
泰价值单一资
金信托

1.67%

7,010,086

何秋娣

1.52%

6,390,000

方正东亚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东亚·财 其他
富源泉单一资
金信托

1.48%

6,202,664

中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雅
其他
丰价值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

1.23%

5,156,14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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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56,383

31,765,083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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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的境内自然人股东何秋娣参与融资融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业务，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其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390,000 股，
明（如有）
共计持有公司股 6,39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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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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经营主要业务包括精细化学品、石油化工品和农牧食品三个方面。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步入新
常态，我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能转换、方式转变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
更加明显。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直接影响精细化工、石油化工和食品行业的
发展。为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报告期内，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与发展目
标，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精细化学品方面
（1）纺织用化学品
2017年上半年，中国纺织业面临的外部形势依然复杂，行业发展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逐渐加大的资
源环境压力、快速上升的生产要素成本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国际贸易格局，这些都对中国纺织业的稳定增长
构成了一定压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放缓，成本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环保监管手续繁琐、部
分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为此公司纺化事业部上半年开展了以下重点工作：（1）面对原材料涨价、供应
短缺、染厂和工业区因环境整治关停的困难局面，采取相应的市场策略，保持了销售的稳定增长；（2）
区域市场顺利完成分拆，实行精耕细作，为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3）着力提高各项目的毛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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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新产品立项并完成中试数量同比增加一倍。引导各区域进行产品替换和复配；（4）开发、推广节
能环保产品、高端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确保重点项目市场推广取得突破；（5）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期末账期同比下降5天，平均账期同比下降9天。
（2）皮革化学品
2017年上半年，制革行业经历了去产能、去杠杆、环保稽查、需求萎靡等所引起的行业整合和震荡，
公司皮化事业部紧密围绕着公司提出的经营指导思想，团结一心、勇于变革，对内业务调整做减法，对外
发展做加法，有效开展了各项工作，在市场的变局中持续夯实发展根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改革预
期效果。上半年具体开展工作如下（1）打通研发到市场的障碍，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并形成高效互动，提
高了新产品开发和转化效率；（2）启动重点产品丙烯酸系列研发课题组负责人全价值链项目负责制，激
发项目组的创造力和创新型产品的输出；（3）真实把握大客户需求，及时高效响应，加快了大客户开发
进程；（4）加快大区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细分领域技术专家技术服务优势；（5）启动销售公司
内部合伙人机制的调研和方案设计工作，激活一线组织发展动力。
2、石油化工方面
公司异辛烷项目投产以来，由于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平衡关系被打破，造成了中
炜化工烷基化装置项目的亏损，公司也在努力控制成本、优化工艺和增加产能，同时积极寻求专业合作，
提升经营效率，改善经营现状，以期减少亏损。为了异辛烷项目的平稳运行，美龙中炜事业部在公司的指
导协助下，进行了下述重点工作：（1）销售部打造队伍，转变思路：低端走量，稳定市场，高端创利，
开拓市场。（2）进行生产装置技术改造，压缩机后增加冷却器，空冷补水线改造，提升效率；（3）进行
工艺调优：高纯异辛烷改为3个塔生产，产品纯度提高到99.9%以上，收率提高4%；（4）推进低成本战略，
实行全面的精细化管理，在努力降低各环节成本的基础上，打造公司的竞争优势；（5）坚持开展行动学
习进行人才培训，针对核心人才，以公司当前的核心热点为主题定期举行研讨式培训，开展头脑风暴式的
讨论，指导工作实际。
未来随着国家环保要求的提高，会有油品升级的利好（国六标准异辛烷添加达30%—45%）。公司除了
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外，也在努力控制成本、优化工艺和增加产能，同时积极寻求专业合作，
提升经营效率，改善经营现状，以期减少亏损并逐步实现盈利。
3、农牧项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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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英农集团的农业供应链和扩张方式已经初步形成，已夯实持续经营发展的基础，逐步聚焦“生
猪养殖”和“英农生机庄园”生鲜社区连锁品牌的推广和渗透，以及线上线下协同发展，英农集团优势将
进一步释放，将朝着珠三角生鲜连锁高端品牌的方向努力。英农农牧2017年上半年主要重点工作如下：
（1）
丰富开店经营模式，探讨门店合伙制，并形成方案；（2）加强自有品牌发展，探索鲜猪肉的销售模式；
（3）世界银行“无害化处理项目”获通过并进入施工阶段；（4）建立门店标准化运营和督导体系；（5）
以放心食品为理念，无公害或供港质量为底线：建立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效控制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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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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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冠雄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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