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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鑫富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 半 年 度 报 告 摘 要 摘 自 半 年 度 报 告 全 文 ， 报 告 全 文 同 时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公司董事林关羽先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过鑫富先生代其行使表

决权。 

1.4  本公司的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过鑫富先生、总经理殷杭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寿晓梅女士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高晓军先生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鑫富股份 

股票代码 002019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 

姓名 华海松  过鑫富 

联系地址 浙江省临安市玲珑经济

开发区 

 浙江省临安市玲珑经济开

发区 

电话 0571－63759205  0571－63759201 

传真 0571－63759225  0571－63759225 

电子信箱 xfhhs@163.com  info@xinfubioche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年初数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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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105,413,305.82 79,930,316.36 31.88% 

流动负债 81,611,863.46 73,879,251.72 10.47% 

总资产 231,601,494.74 199,035,454.23 16.3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

东权益） 
112,942,900.48 94,310,202.51 19.76% 

每股净资产 3.01 2.52 19.76%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2.98 2.50 19.20% 

 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 18,632,697.97 13,387,984.82 39.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17,605,755.08 12,185,730.97 44.48% 

每股收益 0.50 0.36 39.22% 

每股收益（如果股本发

生变化，按新股本计

算） 

0.36 __ __ 

净资产收益率 16.50% 14.20% 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614,386.61 10,710,776.14 -19.57%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补贴收入及财政贴息 1,551,326.00 

营业外收支净额 -524,383.11 

所得税影响 0.00 

合计 1,026,942.89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37,500,000  0 37,500,000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0 0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1,750,000  0 21,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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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0 0 

其他 15,750,000  0 15,750,000 

2、募集法人股份   0 0 

3、内部职工股   0 0 

4、优先股或其他   0 0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37,500,000  0 37,500,000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0 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4、其他   0 0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0  0 0 

三、股份总数 37,500,000  0 37,500,000 

 
 
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 例

（％） 

股 份 类

别（已流

通 或 未

流通）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股

东或外资

股东）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0 19,875,000 53.00 未流通 0 

发起人法

人股 

林关羽 0 9,375,000 25.00 未流通 0 
发起人自

然人股 

吴彩莲 0 4,500,000 12.00 未流通 0 
发起人自

然人股 

临安博联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0 1,875,000 5.00 未流通 0 

发起人法

人股 

殷杭华 0 1,125,000 3.00 未流通 0 
发起人自

然人股 

陈光良 0 375,000 1.00 未流通 0 
发起人自

然人股 

汪 军 0 375,000 1.00 未流通 0 
发起人自

然人股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 股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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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过鑫富先生通过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和临安博

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控制公司 58%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其配偶吴彩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12%的股份。因

而其可能通过夫妻关系共同行使表决权，从而达到控制公

司的目的。即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

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有机化学产品

制造业 
11,352.18 6,831.92 39.82 27.43 14.90 6.45 

其中：关联交

易 
0.00 0.00 -- 0.00 0.00 0.00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D-泛酸钙 9,543.06 5,741.00 39.84 14.52 2.31 7.18 

D-泛醇 1,782.20 1,082.12 39.28 243.99 248.19 -0.72 

其他 26.92 8.80 67.31 -53.44 -63.10 8.56 

其中：关联交

易 
0.00 0.00 -- 0.00 0.00 0.00 

关联交易的定

价原则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总金额_0.00_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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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中国地区 2,178.83 27.04 

国外 9,173.35 29.07 

合计 11,352.18 27.43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以上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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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
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2004 年 5月 10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通过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本公司送

达了《并存令状/传票》及京华山一企业融资有限公司的《申索陈述书》。根据该《申索陈述书》，京

华山一企业融资有限公司要求本公司向其偿付保荐人服务费港币 927,532.76 元及相关利息和案件

诉讼费。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该案尚未判决。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公司与投资者的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邮信等均有专人负责，保

证投资者与公司信息交流的畅通。 

2．报告期内,公司无委托现金资产管理事项发生，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委托现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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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事项。 

 

§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审计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非标意见   √未经审计 

审计意见全文 

 

 
7.2  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浙江鑫富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13,521,757.53  89,087,466.34  

    减：主营业务成本 68,319,177.25  59,458,936.1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676,167.64  434,273.20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44,526,412.64  29,194,256.99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480,919.73  236,005.49  

    减：营业费用 4,125,172.10  3,345,208.92  

        管理费用 10,041,558.22  6,166,119.64  

        财务费用 1,976,787.70  1,361,962.0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8,863,814.35  18,556,971.84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补贴收入 1,001,326.00  980,314.00  

        营业外收入 95,920.90  149,794.50  

    减：营业外支出 620,304.01  187,854.6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29,340,757.24  19,499,225.69  

    减：所得税 10,708,059.27  6,111,240.87  

    减：少数股东损益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632,697.97  13,387,984.82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43,040,787.09  32,294,770.91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61,673,485.06  45,682,755.73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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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61,673,485.06  45,682,755.73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普

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61,673,485.06  45,682,755.73  

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单位所得

收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

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

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7.3  财务附注 
7.3.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本报告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均
未发生变更。 

 

7.3.2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