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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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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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思德 60304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青 付佳慧 

电话 025-85562929 025-85562929 

办公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泰路8号

汇智科技园A3栋之七层、八层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泰路8号汇智科

技园A3栋之七层、八层 

电子信箱 zqsw@maysta.com zqsw@mays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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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828,448.66 878,944,289.60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7,944,744.47 795,707,610.0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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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29,903.93 30,299,935.46 40.03 

营业收入 166,259,720.12 170,477,161.85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72,565.41 34,350,324.34 1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561,051.35 26,474,433.94 3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4.58 增加0.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4 2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4 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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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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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顺德区德美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13 74,865,000 0 质押 8,945,000 

南京世创化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7 11,087,230 0 无 0 

孙宇 境内自然人 5.60 7,885,500 0 无 0 

刘雪平 境内自然人 1.12 1,575,000 0 无 0 

金致成 境内自然人 0.85 1,197,770 0 无 0 

张伟 境内自然人 0.84 1,181,250 0 无 0 

陈青 境内自然人 0.84 1,181,250 0 无 0 

沈向红 境内自然人 0.84 1,179,500 0 无 0 

徐开进 境内自然人 0.35 493,200 0 无 0 

沈志芳 境内自然人 0.31 43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南京世创化工有限公司与金致成系

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顺德区德美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与南京世创化工有限公司、孙宇、刘雪平、金

致成、张伟、陈青、徐开进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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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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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是保障“十四五”顺利起航的奠基之年。2020年上半年，面临疫情爆发，贸易战此起彼伏，以及

全球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等诸多挑战，公司迎难而上，坚持“发展年”工作重心不动摇，积极应

对市场变化，危中寻机求发展。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复工复产，有序地开展公司各项

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着力科技发展、市场发展、组织发展、新业务发展，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生产经营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营销创新为导向，以管理创新为基础，全体干部员工

团结一心，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精心搭建创新平台，依靠人才和技术驱动发展 

报告期内，美思德研究院进行了组织架构重组，整合成立研发中心、分析中心和应用中心。

公司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员工在从事研发技术工作，按照专业化分工与集成模式，围绕技术发展趋

势及市场需求，开展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NMR、GC-MS、高温 GPC 等大型分析测试仪器均已完成

调试并投入正常使用，科技效率和科技成果转化质量得到进一步增强；提拔、任用了一批有能力、

有激情、勇于创新的年轻人承担重大攻关课题，“万吨级聚氨酯泡沫用有机硅匀泡剂关键技术开

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有十名员工获此殊荣。

公司成功开发出优异表面性能的硬泡匀泡剂，高乳化及相容性的硬泡匀泡剂，符合欧盟标准的低

VOC、良好舒适度软泡匀泡剂，高尺寸稳定性和良好泡孔结构的单组份匀泡剂等，这些高端新品种

及高性价比产品均已获得了市场认可并开始批量销售，助推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

司成功开发出 2项良好表面性能硬泡匀泡剂，1项慢回弹软泡匀泡剂，1项良好稳定性和弹性的单

组份匀泡剂，这些新产品均已获得了市场认可并开始批量销售。 

2、优化市场布局，通过产品加服务提升品牌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动应对市场变化，面对行业发展放缓等困难，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深耕

和拓宽匀泡剂市场领域，聚焦重点应用行业突破，深入推进大客户战略；在立足公司主体市场的

同时，积极探索与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有机胺催化剂领域，培育企业发展增长点。报告期内，公

司与吉林化学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美思德 4.5万吨/年有机胺系列产品项目

投资协议》，设立美思德（吉林）公司全面负责有机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目前已完成项目备案，



进入规划设计阶段，项目在按计划有序推进中。该项目的实施将拓宽企业的产品线和发展空间，

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 

美思德国际公司顺利投入运营后，不断引进国际人才，培育跨国界管理能力，积极开发海外

优质客户，及时反馈欧美市场动态和技术需求；加强营销团队建设，进行渠道优化，挖掘新的业

务增长点，为客户配套供应催化剂等新业务的开展已初见成效。公司从“泡沫稳定剂生产商”向

“泡沫稳定剂及配套助剂供应服务商”战略转型已经起步。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美思德上海分

公司，通过建设上海应用技术服务中心，打好“产品营销+技术服务”组合拳，为进一步开拓市场

和扩大市场份额提供有力保障；面对疫情，积极组织线上客户研讨会、产品发布会等活动，不断

加大技术服务国际化力度，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与客户之间合作的紧密性与稳定性。 

3、推进精工制造和精细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尽管受疫情爆发的影响，公司积极部署防控措施，高标准恢复生产，保障了生产

经营正常进行，“6000吨/年新一代聚氨酯泡沫稳定剂及工程化试验装置”项目完成了“三同时”

验收并投入运行。公司积极推进精工制造和精细化管理，有效融合质量、安全、环境和职业健康

管理体系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科学设计和优化薪酬与绩效考核体系，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和资

金预算执行监控。深入挖掘节支增效潜能，通过积极开展节能降耗和资源回用，采用科学分析与

预测方法降低采购成本，加快推出高附加值、高性价比新产品等举措，全面实现降本增效，提升

了组织活力与运营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12.17%，净利润同比增长

19.86%。 

4、重视安全环保，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公司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在不断加大安全环保投入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深化安

全生产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教育培训，营造全员防风险、查隐患的安全文

化氛围；另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持续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履行环境保护工作的主体责

任，确保公司生产达标排放，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和标准；积极开展节能降耗和资源回收，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未有重大安全、环保和质量事故发生，重点

参加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中欧合作项目过程安全管理建设，推行安全管理信息一体化系

统，使公司生产和经营保持了健康、有序的稳定运行。 

5、传递人文关怀，履行社会责任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公司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员工疫情防控知识

的培训，全面部署防控工作和开工前安全排查，公司是南京市首批获准恢复生产的化工企业。全

面复工后，疫情防控措施依然常抓不懈，及时为公司国内和海外员工提供充足的口罩、消毒水等

防疫物资，落实消毒、测温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和员工职业健康。在努力做好自身生产经营工作

的同时，公司还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报告期内，公司在 2 月份通过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栖霞慈善协会向疫情防控指挥部捐款 100 万元，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在 6月份向江苏宜兴农民

工子弟小学捐赠 100台护眼灯，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传递关怀，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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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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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