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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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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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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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603,431.11

673,004,941.18

2.61%

3,038,985.57

33,479,965.23

-90.92%

-3,341,555.67

24,587,981.38

-1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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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59,846.35

14,757,477.69

-161.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0

0.1543

-90.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0

0.1543

-9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3.42%

-3.12%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989,541,077.25

1,921,107,115.77

3.56%

991,383,592.17

1,006,898,674.90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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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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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3,68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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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0.89%

1,920,655

0

贺洁

境内自然人

0.46%

1,007,300

0

姚督生

境内自然人

0.46%

1,000,000

0

胡玉兰

境内自然人

0.38%

821,100

0

数量
9,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前四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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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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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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动荡，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剧烈，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行业下游消费需求低迷，能源升
级压力加大，环保要求愈加严格，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公司经营管理层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围绕年度生产经
营管理计划开展工作，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强营销渠道建设，外抓市场，内抓管理，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加强产品开发与工艺技术改进，巩固核心竞争优势；积极创新企业经营模式，完善产业经营布局，实施海外并购与投资，增
强企业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司综合实力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评为2016年度“中国轻工业
塑料行业（人造革合成革）十强企业”且综合排名第一，被国家质检总局评定为“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成为中国塑
料加工工业协会人造革合成革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中国合成革绿色供应链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发起成员单位，通过国际
Oeko-Tex Standard 100信心纺织品标准和国际绿叶标志认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060.34万元，同比增长2.61%；实现利润总额663.58万元，同比下降83.21%；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3.90万元，同比下降90.92%。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原因主要为：1、原辅材料、能源价格较大
幅度上涨，较年初上涨约15～50%，二季度末虽有小幅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受下游需求低迷等因素影响，产品价格上
涨速度、幅度远低于原辅材料价格的涨速、涨幅，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压力；2、公司出口业务占比大，美元资产较多，
年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加剧，上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达2.34%，因记账汇率调整因素导致减利657.22万元；3、
随着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折旧较上年同期增加353.38万元，增加7.29%；4、确认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763.13万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156.74万元，减少17.04%；5、公司加大创新投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81.1万元，上升9.12%；6、国家
对环保要求日趋严格，企业经营环保投入和环保费用增长较大，本年实施煤改气项目，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严峻的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努力提高产品销售。在全球人造革合成革及下游市场需求低迷，行业集中度低，市场竞
争激烈的严峻形式下，公司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积极整合市场渠道和资源，增强营销力量和客户服务能力，重视与国内外
品牌客户沟通与合作，挖掘潜在客户和新兴市场需求，在福建莆田设立开发创新中心，贴近市场，提高客户服务、市场响应
速度。另一方面，根据发展战略规划，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完善产业和经营布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司决定以现金不超过
210万美元（其中股权受让款不超过198.6万美元）投资收购俄罗斯企业ANLI RUS，LLC（安利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51%
的股权，以投资促贸易，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客户关系，提高安利在俄罗斯及周边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开拓俄罗斯及周边国
际市场，扩大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专利授权17项，其中新增发明专利6项，新增实用
新型专利11项；公司参与起草的《防护手套用聚氨酯超细纤维合成革》（QB/T5069-2017）、《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耐污
染性的测定》（QB/T5070-2017）、《摩托车鞍座用聚氨酯合成革》（QB/T5072-2017）和《人造革合成革颜色表示方法》
（QB/T5073-2017）4项国家行业标准获国家工信部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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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完成土地权证等相关手续，完成土地
平整，以及部分厂房、设备、工艺设计等工作，目前正在积极推进项目基础建设工作；“清洁能源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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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证决定对公司动力系统进行升级，更换燃煤锅炉为燃气锅炉，由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合燃集团）供应天然气，目前
完成燃气锅炉、供气管道等设备采购合同签订，完成厂区燃气管架设计，计划年底前完成升级改造。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筹划和实施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完善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完善企
业法人治理，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构建利益命运共同体，增强员工激励和约束
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截至2017年7月21日，公司“申万宏源—安利股份第2期员工
持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3,775,7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4%，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39,145,837.91元，成交均价为10.37元/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企业综合资源优化系统平台建设，实施完成服务器虚拟化集群项目，整合服务器资源，提高运
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推进实施生产设备智能化系统、供应商关系管理（SRM）系统、开展商务智能分析（BI）系统等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结合现有OA、HR、ERP、WMS、CRM、条形码系统等信息系统，公司已基本实现自动化、智能化、
信息化运行和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大东最具价值供应商”称号，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双双被安徽省国税局、安徽省地税局联合评定为“安
徽省A级纳税信誉企业”，公司被合肥市环保局认定为“合肥市环保诚信企业”，被肥西县发改委、肥西县环保局等单位联合
评定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诚信企业”，被肥西县安委会评为“2016年度肥西县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和消防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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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4 日召开的第四届 将2017年1月1日之后取得
“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的政府补助-出口信保费补
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公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贴，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司对 2017 年 1 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调整为冲减“销售费用”，对
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
于该日期之前取得的相关
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
金额不再进行追溯调整。
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7年半年度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无影响。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7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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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