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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型材                            公告编号：2019-30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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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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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螺型材 股票代码 0006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涛 郭亚良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文化路39号芜湖海

螺国际大酒店 11 层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文化路 39号芜湖海

螺国际大酒店 11 层 

电话 0553-8396858 0553-8396856 

电子信箱 hlxc@chinaconch.com hlxc@chinacon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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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777,771.59 1,414,402,424.16 1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46,817.80 2,655,653.16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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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180,864.35 -30,451,291.15 6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235,612.68 -78,004,946.20 11.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9 0.0074 7.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9 0.0074 7.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0.11% 同比增加 0.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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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3,847,269.31 3,789,064,690.41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4,056,405.75 2,451,209,587.9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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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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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海螺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0.63% 110,282,693 0 无 0 

熊立武 境内自然人 3.03% 10,902,700 0 - - 

芜湖海螺国

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 7,160,000 0 无 0 

安徽省铁路

发展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5,500,000 0 - - 

李俊 境内自然人 1.23% 4,430,000 0 - - 

浙江盾安人

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3,360,000 0 - - 

安徽海螺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2% 2,936,700 0 无 0 

UBS AG 境外法人 0.63% 2,253,136 0 - - 

冯勤玲 境内自然人 0.60% 2,143,800  - - 

胡根华 境内自然人 0.52% 1,863,1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及安徽海螺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外，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报告期末公司融资融券投资者信

用账户名册显示，自然人股东冯勤玲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43,8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股,合计持股 2,143,800

股，持股比例为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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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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上半年，在国家坚持“房住不炒”、实施房地产差异化调控的宏观背景下，受行业产能过剩、市场竞

争加剧、市场需求增长不足等影响，公司所处的塑料型材行业仍然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对此，公司认真

贯彻落实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各项决策和要求，积极主动应对市场复杂形势，坚持稳价拓量，加强多元化产

品市场推广，深化内部降本增效,有效缓解原料价格上涨及人工成本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企业运营稳健

趋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53,777,771.59元，同比增加16.92%，实现净利润2,846,817.80元，

同比增加7.20%。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加快项目推进，推动企业转型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资源统筹，有序推进各个项目建设。缅

甸海螺项目完成了主厂房的基础施工，预计年底投产运营；泰国海螺项目取得了项目许可证书，正式开工

建设；广西海螺项目完成了公司注册，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推进；英德海螺二期铝型材技改项

目也在有序推进中。同时，还持续开展了对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调研和技术交流。 

2）加强市场建设，加大产品多元化拓展。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至高品质、至诚服务”的经营宗旨，

不断健全客户沟通渠道，完善营销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满意度；根据PVC等原料价格上涨情况，积极推动

型材销价上调，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大力推进海螺门窗体验店招商加盟，提高家装门窗市场份额，进一步

提升终端市场影响力；加大多元化产品推广，门窗、铝材、生态门板等多元化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 

3）加强内部管理和技术研发，强化经营风险管控。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原材料市场行情研判分析，

把握阶段低点开展原料储备采购，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实施内部成本正向激励，进一步优化各项经济技术

指标，推动降本增效；进一步完善内部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加强对产销各环节的风险管控。同时，

加强技术攻关，完成了铝合金门窗1小时耐火窗的研发，顺利通过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性能检

测；开发了不同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地板产品，分别通过了美国Floor Score认证和欧盟CE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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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53,777,771.59 1,414,402,424.16 16.92%  

营业成本 1,458,021,532.27 1,250,584,613.02 16.59%  

销售费用 92,176,220.01 75,098,577.36 22.74%  

管理费用 90,763,147.70 81,740,319.03 11.04%  

财务费用 
13,142,582.28 9,881,182.39 33.01%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借

款额度同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587,841.38 6,102,993.06 -8.44%  

研发投入 
5,441,961.28 3,424,754.73 58.90% 

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投

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235,612.68 -78,004,946.20 11.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619,078.38 -77,478,196.27 77.26% 

主要是报告期委托理财

资金到期收回同比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194,276.65 138,735,916.67 -95.54% 

主要是去年上半年净增

加1.5亿元贷款，报告期

内未新增贷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80,660,414.41 -16,747,225.80 -381.63% 

主要是去年上半年净增

加1.5亿元贷款，报告期

内未新增贷款，导致报告

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减

少所致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分行业 

型材 1,633,939,283.

10 

1,446,559,636.

69 

11.47% 17.20% 16.77% 增加0.42个百分点 

分产品 

塑料型材 1,365,432,360.

23 

1,191,250,826.

99 

12.76% 0.64% -1.27% 增加1.69个百分点 

其他 268,506,922.87 255,308,809.70 4.92% 616.95% 692.75% 减少9.09个百分点 

分地区 

华 东 747,269,788.63 677,188,325.98 9.38% 62.73% 61.75% 增加0.55个百分点 

华 北 149,109,547.50 134,815,865.10 9.59% -6.82% -6.99% 增加0.17个百分点 

其他 737,559,946.97 634,555,445.61 13.97% -4.82% -6.02% 增加1.1个百分点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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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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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2户，其中： 

2019年1月，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注册设立广西海螺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注册设立新疆海和成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万涌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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