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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型材               公告编号：2017-42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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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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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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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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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57,135,903.83 1,464,412,744.52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33,797.85 56,631,314.32 -9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123,396.90 35,567,486.08 -19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6,667,542.34 132,108,667.42 -120.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5 0.1573 -95.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5 0.1573 -9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0% 2.32% 同比减少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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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2,441,662.17 3,875,380,861.95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35,151,755.93 2,468,817,958.0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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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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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82,693 

浙江盾安人工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4% 15,999,945 0 无 15,999,945 

芜湖海螺国际大

酒店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 7,160,000 0 无 7,160,000 

李俊 境内自然人 1.46% 5,240,000 0  5,240,000 

孙珊珊 境内自然人 0.67% 2,406,300 0  2,406,300 

UBS AG 其他 0.65% 2,333,136 0  2,333,136 

熊立武 境内自然人 0.61% 2,200,000 0  2,200,000 

薛辉 境内自然人 0.53% 1,909,954 0  1,909,954 

胡根华 境内自然人 0.51% 1,818,000 0  1,818,000 

宁波大榭开发区

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其他 0.42% 1,510,000 0  1,510,000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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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股东李俊通过中国中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60,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480,000 股，合计持股 5,240,000 股，

持股比例为 1.46%；自然人股东孙珊珊通过海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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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3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1,640,000 股,合计持股 2,406,300 股，持股比例为 0.67%；自

然人股东薛辉通过海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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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9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2,054

股,合计持股 1,909,954 股，持股比例为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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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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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上半年，各地政府强调坚持住房居住属性，不断加强和创新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投机

需求。作为与房地产行业直接关联的塑料型材加工企业，仍面临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剧、

需求不足等客观环境。对此，公司积极主动应对市场困难和挑战，加快公司发展，加大市场

拓展，强化内部管理，推进提质增效，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营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7,135,903.83元，同比减少0.5%，实现净利润2,333,797.85

元，同比下降95.88%。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同时，受

市场竞争影响，产品销售价格未能实现同步涨幅，销量亦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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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销售管理，主动应对市场竞争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客户分级分类管理，强化与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门窗组装企

业等终端市场的战略合作，整合优势资源，加大工程抢夺，进一步增强终端市场控制力；加

大建筑模板、系统门窗、辅框等新产品宣传推广，努力提升市场销量；同时，进一步完善体

验店运营管理，加大激励，提高效率，拓展家装市场销量。针对市场激烈竞争，主动作为，

扎实推进提价、稳价策略，努力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秩序。 

（2）加快项目建设，积极推进转型发展 

公司成立了战略规划发展领导小组，建立定期协调会议机制，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和

新项目调研工作。报告期内，新疆和田2万吨型材项目按期建成投产，长春项目按计划稳步推

进，预计2017年四季度投产运营。同时，公司组织开展东南亚及中亚等市场调研，加快推进

海外布局。并加强对新材料、新技术等关联产业项目的调研和洽谈交流，储备项目资源。 

（3）强化内部管理，努力实现提质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订单化生产组织，强化指标管控，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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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力度，积极争取各类财税优惠政策，增加公司效益；进一步完善管理架

构和工资考核激励机制，提升管理效能和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技术研发上，公司积极

响应行业无铅标准的实施，推进产品配方切换，成为行业内第一家全面推行绿色无铅化配方

生产的型材企业。 

二、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57,135,903.83 1,464,412,744.52 -0.50% -- 

营业成本 1,305,086,342.65 1,207,425,456.57 8.09% -- 

销售费用 72,150,231.07 75,182,526.65 -4.03% -- 

管理费用 

72,894,917.55 92,980,691.98 -21.60% 

主要系根据《增值税会计处

理规定》对管理费用下税费

科目重分类所致 

财务费用 
19,515,822.87 19,646,546.68 -0.67% 

 

所得税费用 
5,816,465.99 23,037,526.14 -74.75% 

主要系营业利润下降影响

所致 

研发投入 17,863,926.62 20,083,165.86 -1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667,542.34 132,108,667.42 -120.19% 

主要系购买原材料支付的

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032,691.62 -271,686,946.00 108.11%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保本

理财产品到期收回额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265,884.68 -50,696,517.83 24.52%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分红款

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2,900,735.40 -190,274,796.41 77.45%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保本

理财产品到期收回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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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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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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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型材 1,444,060,571.90 1,296,706,799.62 10.20% -0.49% 8.30% 
同比减少7.29

个百分点 

分产品 

型材 1,414,550,387.70 1,271,717,119.99 10.10% -0.81% 8.08% 
 同比减少7.39

个百分点  

其他 29,510,184.20 24,989,679.63 15.32% 17.63% 20.74% 
 同比减少2.18

个百分点  

分地区 

华 东 484,430,953.40 442,441,970.99 8.67% -13.08% -5.42% 
 同比减少7.39

个百分点  

华 北 181,699,650.17 164,776,105.19 9.31% 8.20% 19.03% 
 同比减少8.26

个百分点  

其他 777,929,968.33 689,488,723.44 11.37% 7.17% 16.64% 
 同比减少7.19

个百分点  

三、非主营业务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金额 占利润总额比例 形成原因说明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投资收益 11,788,295.31 120.37% 主要系理财收益 否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 - - 

资产减值 1,989,707.19 20.32%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 否 

营业外收入 2,416,604.21 24.68% 主要系清理长期往来款 否 

营业外支出 439,511.59 4.49% - 否 

其他收益 29,815,585.28 304.44% 主要系补贴收入 否 

 

四、资产及负债状况 

（1）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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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货币资金 279,125,200.99 7.10% 457,284,029.85 11.45% 
同比减少 4.35

个百分点 

系购买银行保本

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应收账款 231,955,911.66 5.90% 173,964,155.55 4.35% 
同比增加 1.55

个百分点 

系产品销售延期

结算量增加所致 

存货 560,612,169.92 14.26% 453,822,229.03 11.36% 
同比增加 2.90

个百分点 

系原料价格上涨

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2,607,600.32 0.07% 2,747,919.62 0.07% -  

长期股权投资 -- --     

固定资产 1,389,870,150.43 35.34% 1,524,374,300.13 38.16% 
同比减少 2.82

个百分点 
 

在建工程 5,624,602.39 0.14% 276,108.00 0.01% 
同比增加 0.13

个百分点 
 

短期借款 -- -- -- -- --  

长期借款 -- -- -- -- --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 适用  √不适用  

（3）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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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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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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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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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3户，其中： 

1、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名  称 变更原因 

武汉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 本期已注销 

长沙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本期已注销 

南昌海螺型材有限公司 本期已注销 

 

 

 

董事长：万涌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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