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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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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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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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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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松霞

徐红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
拓展区（繁华大道与创新大道交叉口） 拓展区（繁华大道与创新大道交叉口）

电话

0551-65896888

0551-65896888

电子信箱

anlimail@163.com

xuhong003@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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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07,123,654.02

787,846,415.58

2.45%

18,107,213.27

-13,047,446.75

238.78%

7,684,852.33

-12,779,205.01

1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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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086,635.68

-28,763,086.79

-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4

-0.0601

238.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4

-0.0601

238.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1.30%

3.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971,822,319.87

2,087,542,420.65

-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0,525,471.11

995,667,423.31

0.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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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利科技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21.90%

47,520,000

0 质押

合肥市工业投资
国有法人
控股有限公司

12.57%

27,280,000

0

劲达企业有限公
司(REAL TACT
境外法人
ENTERPRISE
LIMITED)

12.14%

26,348,000

0

香港敏丰贸易有
限公司(S.&F.
境外法人
TRADING CO.
(H.K.)LIMITED)

10.75%

23,316,000

0

安徽安利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 2 期员工持
股计划

2.59%

5,628,22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责任公司

1.57%

3,400,200

0

胡玉兰

1.23%

2,670,9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量
其他
化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0%

2,386,187

0

封安祥

1.04%

2,246,503

0

0.79%

1,711,103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量
其他
化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数量
16,080,000

上述股东中，前四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况，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 2 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包括公司部分董监高人员及其他符合认购条件的
公司员工，与控股股东安徽安利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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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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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美贸易冲突、日韩经济体间博弈、英国脱欧等带来国际贸易形势不确定性增
加，国内外需求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等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市场竞争加剧，能源及原辅材料价格高位盘整，国内环
保和节能减排政策法规更趋严格，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公司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紧紧围绕全年工作计划和经营目标，围绕企业“营销力、产品力、
管理力”的铁三角，对外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抢抓市场机遇，完善营销网络布局，扩大品牌影响力，提升营销力，
对内加强管理，坚持产品创新和工艺技术转型升级，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品种，产品、技术迈向中高端，加强精益生产管理，
挖潜增效，降本减耗，努力整合、提高各要素运营效率，公司综合素质提高，竞争力增强，公司生产经营呈现出稳中有进、
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712.37万元，同比增长2.45%，其中，实现主营产品聚氨酯合成革销售收入79051.80万
元，同比增长4.89%；实现利润总额2318.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598.13万元，同比增长281.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1810.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15.46万元，同比增长238.78%；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768.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46.41万元，同比增长160.14%。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产品和客户双转型、双升级，高附加值、大客户比重增加，主营产品聚氨酯合成革平均销
售单价同比增长9.52%，平均销售单价增长幅度高于销量、主营收入的增长，产品盈利能力增强。
公司积极加强内控管理，在主要原辅材料价格波动大的形势下，加强比价，择机、择优采购，同时努力提高生产效率，
优化配方成本，管控能源成本，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产品盈利能力增强和降本增效成果显著的效应叠加，使得公司主营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高3.72%，公司主营业务盈
利能力有较大提升。
2、报告期内，国家实行减税降费政策，给企业带来政策红利，企业个人所得税负担较上年同期减少530万元。
3、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能源管控，推进设备信息化管理，减少设备异常导致的能耗，合理生产储备半成品，实行集中
生产、错峰生产，1-6月份能耗较上年同期减少206.6万元。
4、报告期内，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606.3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0.5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评选为“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中国轻工业两化融合先进单位”，被国家工业
和信息化部评为“国家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试点企业”，入选“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样本企业”，
被安徽省经信厅评为“2018年安徽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企业”，安利股份和安利新材料双双再获安徽省A级纳税人
认定，安利股份党委被合肥市委授予“合肥市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安利股份被合肥市工业设计协会认定为“合肥市十佳创
新型企业”，被合肥市水务局、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评定为“2018年度合肥市节水型企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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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力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社会影响力和认可度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开拓，深化营销资源布局，聚焦大客户、大单品，持续推进产品和客户双转型、双升级，促进
产品盈利能力提升，市场份额稳步扩大。在合成革及下游市场需求低迷，行业竞争激烈的严峻形势下，公司积极整合市场渠
道和资源，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深挖与国内外品牌客户的合作深度和广度，以高效优质的产品，满足市场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
另一方面，持续加大新兴市场、潜在客户开发与合作，增强公司产品市场内生增长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公司自主研发成果“一种新型防水
透气聚氨酯合成革及制造方法”被安徽省知识产权局授予“安徽省专利金奖”，公司“柔感透气家具用聚氨酯合成革”及安利新
材料“五年耐水解沙发革用高塑性湿法聚氨酯树脂”入选“合肥市两创产品”，公司荣列安徽省知识产权局、安徽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安徽省教育厅联合认定的“2018年安徽省发明专利百强”榜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拥有专利权349
项，其中发明专利权74项，实用新型专利权187项，外观设计专利权88项。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建设，“生态功能性聚氨酯合成革综合升级项目”基本完成厂房等基础建设，并完成一条无
溶剂生产线设备安装，计划今年下半年完成调试并投产；安利越南工厂建设进展顺利，于2019年3月开工建设，现处于厂房
等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计划争取2019年底、不迟于2020年上半年基本完成基建及部分生产线投产。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管理，加强内部管控，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资产负债率由上年期末49.10%下降到45.17%，公司
偿债能力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信息智能系统技术建设，进一步完善BI商业智能分析系统，组织推进MES制造信息执行系统实施
开发及配套网络硬件方案分析，调研、筹划实施契约锁智能印章管控平台、应收账款管控平台，并对散水物料智能称重系统、
ERP企业管理系统、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销售授信及清单B管控系统等信息系统集成、改进，实现信息系统互联集成和
协同运营，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安徽省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修订完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控制度，加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公
司治理的各个方面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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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
“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②利润表项目：
原列报项目“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表示）”项目。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调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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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