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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4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1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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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基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陈结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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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新股份 股票代码 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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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洲 唐永亮 

办公地址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188 号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188 号 

电话 0559-3517878 0559-3514242 

电子信箱 7878@novel.com.cn zqtz@nove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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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96,582,143.24 842,587,598.72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307,371.47 86,956,642.12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77,922,369.56 83,424,997.81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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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319,627.10 96,107,643.58 -49.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6 -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6 -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5.4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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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7,858,855.62 2,276,925,035.79 -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42,161,871.47 1,726,726,741.5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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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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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永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61% 102,783,728 102,783,728   

奥瑞金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36% 31,430,188 0   

嘉华原龙（天

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3% 18,563,357 0   

MEGA 

POWDER 

COATINGS 

LTD 美佳粉末

涂料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6% 13,289,627 0   

永邦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4% 11,537,805 0   

五道口创新（天

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7% 11,315,601 0   

民生加银基金

－平安银行－

民生加银鑫牛

战略投资 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34% 11,207,322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三组合 
其他 2.94% 9,870,000 0   

大永真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7% 7,953,580 0   

北京奥瑞金包

装容器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8% 5,635,06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和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奥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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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嘉华原龙（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五道口创新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京奥瑞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民生加银鑫牛战略投资 5 号资产管理计划系由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资管计

划；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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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发力，环保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部分化工产品价格同比2016年

出现明显上涨，公司主要原材料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另一方面，快速消费品行业素以新、奇占据消费

者的偏好，新品开发投放市场不及预期，受偶发事件的影响，公司少数优质客户业务出现重大波动，软包

装材料类子公司运行水平欠佳，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了公司的整体经营成果出现了收入略有提高但盈利

却有下降的状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658.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0.7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0%。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聚焦市场，持续开发和拓展国内重点市场；继续优化产品结构，重视产品

的培育及推广；通过强化外贸业务，力求国际业务有新的突破。 

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运用转化要加快，获取产品差异化优势，特别是薄膜材料，不仅要支撑和提升

彩印包装材料的自我需求，而且能夠发力于市场，为公司贡献新的利润。 

公司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下，整合有效资源，充分发挥优势，互助互利，强化风险防控，

加强成本、安全管理，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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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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毅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