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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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进行半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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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龙盛 600352 G龙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建芳 陈国江 

电话 （0575）82048616   （0575）82048616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 

电子信箱 yaojf@lonsen.com chengj@longs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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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98,933,587.02 46,352,806,669.05 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877,262,095.89 16,943,895,181.29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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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74,318.21 -1,110,290,386.9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9,167,771,890.73 7,514,932,146.93 2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58,231,953.36 1,013,159,984.92 8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813,631,947.76 979,795,756.03 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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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51 6.28 增加4.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712 0.3114 83.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712 0.3114 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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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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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阮水龙 境内自然人 11.98 389,653,992 0 无 0 

阮伟祥 境内自然人 10.65 346,321,538 0 质押 110,135,000 

项志峰 境内自然人 4.24 137,882,560 0 质押 92,06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

组合 
其他 2.11 68,706,23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3 49,668,500 0 无 0 

阮兴祥 境内自然人 1.23 39,938,202 0 质押 25,140,000 

潘小成 境内自然人 1.17 38,117,61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88 28,531,558 0 无 0 

招商丰庆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8 22,002,397 0 无 0 

阮伟兴 境内自然人 0.63 20,6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阮水龙与阮伟祥、阮伟兴、项志峰存在关联

关系，分别为父子、父子及翁婿关系，但阮水龙、阮伟祥、

项志峰与阮伟兴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不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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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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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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浙江龙盛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龙盛 01 136205 2016-1-29 2019-1-29 8.9 3.98 

浙江龙盛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龙盛 02 136206 2016-1-29 2021-1-29 1.1 4.18 

浙江龙盛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龙盛 03 136301 2016-3-17 2019-3-17 35 3.48 

浙江龙盛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龙盛 04 136302 2016-3-17 2021-3-17 5 3.9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9.44   59.1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42   5.6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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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在国内环保持续高压政策整治下，部分不达标的小企业永久退出市场，甚至大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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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也纷纷公告停产整改，竞争优势进一步向一直重视环保的龙头企业倾斜，环保政策红利充

分体现。公司决策层和管理团队审时度势，积极把握市场动态，深化实施战略采购，强化落实销

售策略，主营业务板块业绩大幅度提升。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167,771,890.73 元，同比增长

21.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8,231,953.36元，同比增长 83.41%。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制造业方面，公司全球染料销量 11.56万吨，中间体销量 5.85万吨，染料和中间体业务已并

驾齐驱成为公司盈利的重要支柱，尤其中间体业务在全球行业中的龙头地位已明显确立，这是公

司继染料龙头地位确立之后的又一力作。 

房产业务方面，公司重点聚焦上海的华兴新城项目、大统基地项目和黄山路项目。华兴新城

项目积极配合静安区政府做好拆迁工作，截止目前居民动迁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将在今年末拆

平成为净地。大统基地项目已取得总体设计文件批复和建设用地批准书，下半年将尽快开工建设。

黄山路项目一期项目工程、报批进展顺利，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二期项目已完成方案设计，正积

极推动土地的收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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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年 1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公司会计政策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统一的会计准则要求

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财政部于 2017年 4月 28 日发布的准则 42 号（修订），并规定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

行, 修订后的准则对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

列报进行了规范，并规定企业对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当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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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