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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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恩股份 股票代码 00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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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国（代行） 于雨

办公地址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2号路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2号路

电话 0532-89082999 0532-89082999

电子信箱 SI@qdgon.com SI@qdgon.com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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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029,175,986.68 1,418,238,395.35 1,418,238,395.35 4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7,748,094.08 124,110,292.58 124,110,292.58 3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4,518,342.09 120,003,525.25 120,003,525.25 37.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6,093,816.38 -213,582,743.13 -213,582,743.13 -62.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48 0.48 2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48 0.48 2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 8.02% 8.02% -0.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932,379,308.93 3,010,958,645.94 3,656,876,274.28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57,160,015.19 1,829,314,890.12 2,023,395,607.28 6.6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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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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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国 境内自然人 46.45% 126,000,000 94,500,000 质押 71,000,000

青岛世纪星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4% 18,000,000 0 质押 7,500,000

国寿安保基金－广

发银 行－ 国寿 安

保－民生信托定增

9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61% 12,5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四组合

其他 3.78% 10,255,699 0

徐波 境内自然人 3.32% 9,000,000 0

泰达宏利基金－浦

发银行－泰达宏利

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750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3.32% 9,000,000 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

信托－恒赢32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3% 4,423,38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农银汇理（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1.22% 3,303,535 0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 3,125,000 0

青岛城阳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 3,12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的股东王爱国直接持有公司46.4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股东徐波直接持有公司3.32%

的股份；王爱国、徐波系夫妻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股东世纪星豪持有公司6.64%的股份，徐波持有世纪星

豪83.30%的股权，为世纪星豪的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托－恒赢32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平台。 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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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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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下游汽车、家电行业增速下行的大环境下，公司基于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和研

发积累，坚持以新材料纵向一体化生产专业平台为核心，以轻量化材料和功能性材料业务为两翼，全面推动新材料在各领

域应用业务的协同发展，克服重重压力，继续保持业绩稳定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2,917.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08%；实现营业利润19,604.50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32.56%；实现利润总额19,570.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774.8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5.16%。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轻量化材料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家电、汽车行业深化及多点布局，推进原有大客户业务增长，有效开拓专用汽车市场，加强销售团

队建设，向战略客户的新品供货延伸，着力开拓新能源汽车领域客户。

1、改性材料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与海尔、海信等原有大客户继续深化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与格力、奥克斯、联想、和而泰等客户

的业务量增长，供货量大幅提升；实现康佳、创维、兆驰、小米电视黑电系统的批量供货；完成小米电视的材料验证工作，

HIPSVO材料已批量供货；完成了联想电脑机箱及显示器材料的批量供货。 2019年上半年，在消费升级浪潮的推动下，小

家电市场发展迅速，公司牢牢把握市场机遇，持续加强与小米供应链（智米、云米、华米等）、九阳等客户深入合作，供货量

同比大幅上升。 汽车业务方面，已实现了比亚迪、陕汽、北汽、福田、吉利等汽车供应链体系的现批量供货；与现代、比亚迪、

福田等在新材料认证方面进行开发合作。

2、非金属纤维复合材料业务方面

2019年上半年，在现有热固性复合材料的基础上开发了鼎信科技SMC产品———配电开关监控终端外壳，成功完成了

配电行业产品的研发生产；为特锐德箱式变电站拓展开发了防火门、顶盖等非金属化解决方案；在为青岛特来电先期开发

的标准类第三代非金属直流终端充电桩壳体基础上，研制开发了定制类非标拓展产品，并全面推向市场应用，公司具备各

类充电桩壳体产品的研发、生产能力；在BMC领域完成了海尔电装盒产品的阶段性开发，逐步导入量产阶段；公司自主研

发城市树穴盖板项目，因其造型美观、环保绿色，得到市政广泛好评；同时，以与北汽研究总院联合开发新能源汽车座椅支

架为契机，研发并储备热塑带（碳纤、玻纤）铺设骨架、一体化注塑/模压技术。

3、专用汽车及配套热固性轻量化材料业务方面

2019年上半年，公司与北汽福田达成全面合作，共同开拓国内外商用车及物流车市场。 目前，公司自主开发的轻量化

车厢以及箱板类产品在福田时代汽车研究院通过各项测试；为福田、奇瑞、青岛中集系列燃油和新能源车型配套上装车

厢，预计未来年销量在10万台以上；公司牢牢把握全球轻量化材料的发展趋势，实现与加拿大客户Jamesway和荷兰客户

Hatchtech的全面对接，全面展开海外专用车改装厂轻量化车厢板材与轻量化房车板材的开发；针对其他专用汽车客户，

成功研发聚氨酯型材代替车厢金属副架，采用标准连接件解决连接节点问题，保证了设计强度要求，从而达到轻量化目

的；公司自主研制的自行式房车与拖挂式房车已实现量产，并实现向海外房车制造商供应成套房车配件。

二、功能性材料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丰富和拓展了功能性材料的品类，以市场端为导向，迎合客户需求，解决消费者的痛点。

1、体育草坪业务方面

2019年7月，国家发改委、体育总局、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

施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方案》中对足球场地采取定额补助、政策支持、服务支持、融资支持等多项支持足球

产业发展举措，加强了对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使足球场地等体育设施建设面临巨大需求，人造草坪市场由此迎来黄金发

展期。 报告期内，国恩体育草坪凭借在行业内的全产业链优势，产、销两旺，铺装工程进展顺利；通过参加上海、德国、俄罗

斯、日本等国内国际展会，进一步提升了品牌优势，借助母公司强有力的平台资源，全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产品出口欧洲、

亚洲、澳大利亚、中东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上半年，在原有海外客户的基础上，新开发海外客户10余家，同时有部

分潜在客户将在下半年展开合作；公司着力研发真假草混合系统、免填充运动草产品等，以满足市场差异化需求；通过对

节能减排设备改造，节能效率达30%以上，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平度中小学1.68亿工

程项目；部分完成城阳、即墨区中小学塑胶跑道及人造草坪工程项目工作；完成了国内包括东北、华北、西北、四川、新疆等

区域的30余家新客户的开发工作，并实现批量供货；2018年世界青少年足球赛“哥德杯中国” 落户青岛市城阳区，青岛市

城阳区政府、世界青少年足球联合会与公司共同投资打造“白沙湾足球运动公园” ，成为“哥德杯中国” 的永久性举办地，

后续将陆续承办世界级各类国际体育赛事。

2、光显材料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子公司国骐光电在与原有海信系、冠捷系、海尔系、长虹系、京东方系、富士康系、视源股份等大客户深化合

作的基础上，顺利进入夏普供应链体系，并且在韩系、日系、欧系主要客户群中完成主力机型的试样检测。 为了满足液晶显

示高端产品的需求，公司开发了复合量子点扩散板产品系列、复合扩散板产品系列，特别是针对显示背光设计开发了行业

内首创的整机模拟系统软件，此套软件实现了光学模组设计的数字化处理，能对光学性能、系统、成本、结构设计生成数字

模型，减少了实验成本，提高50%的开发效率。 在原材料方面，与母公司合力开发了新型光学配方母粒，提高光性能，降低

制造成本。 国骐光电从设立之初便成为业内唯一拥有材料开发、板片材挤出、精密成型加工、光学涂布、光学布阵等完整制

程工艺的产品制造商。 也是业内具备自主开发，可以为客户提供全套的背光光学方案的技术驱动型企业之一。

3、生物医药及保健品辅材方面

益青生物积极拓展动物明胶空心胶囊、肠溶明胶空心胶囊和植物羟丙甲纤维素（HPMC）空心胶囊市场，保持市场占

有率；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设备运行效率，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扩大市场占有率；报告期内，在与原有客

户保持稳定合作的基础上，新开拓规模以上客户13家；同时，公司已经与70多个制剂生产企业和40多个研究机构进行了一

致性评价工作的对接；完成了新的明胶空心胶囊登记备案工作、七项主要的设备改进工作；开展了明胶空心胶囊的均一性

及稳定性研究工作，目前已将研究数据应用到生产中，提高了胶囊产品与客户药粉的配伍性。

三、技术创新和项目建设

1、轻量化材料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打造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现有项目研发团队的基础上，引进一批高水平专业人才，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和科研水平。 加强对新材料的研究，

把控改性塑料产品的品质与应用方向。 全面展开以高分子复合材料、碳基材料、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制品的研发、生产，为

专用汽车、模块化房屋、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领域提供先进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公司着力打造玻璃纤维复合材

料制品和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品的两大业务板块将围绕冷链物流配送、微型超市、房车、模块化房屋及新材料、新能源、节能

减排等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占领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研发长玻纤增强PP材料、特黑耐刮擦低气味PP新材料、免喷涂金属效果/珠光效果ABS材料，目前

已通过北汽、吉利、比亚迪等车厂认证，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自主研发具有高刚性的连续玻纤增强PP材料，可替代PA66增

强材料，达到减重、降本的效果，目前应用于陕汽重卡，已实现批量供货；自主研发缓燃PS、高光泽PP材料、抗菌防霉ABS，

因其具有高光泽、良好的替代性、降低生产成本、防霉抗菌等优异性能，已通过多个家电、小家电客户的材料认证并实现供

货；通过自主研发LDS材料，NMT材料进军5G通讯行业，研发各类新兴行业材料，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结合向德国

引进的先进技术，自主研发并建立了国际先进的FRP镜面板、浮雕花纹板、热塑性复合材料蜂窝板生产流水线，可实现批

量化生产及供货；自主研发设计专用汽车装配流水线，可同时实现自行式房车与拖挂式房车的批量供货；与此同时，创新

研发机制，培育、孵化国内外科研院所储备及开发的科研技术成果，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确保公司可持续健康发

展，提升公司价值。

2、功能性材料板块

国恩体育草坪新上真假草混合系统，能够延长草坪使用寿命，在运动专业性、安全环保性、视觉效果等方面均有非常

突出的优势；引进蒸汽加热系统，节能效率达30%以上，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市场竞争力；引进PU胶设备，革新产品性

能；新上新型免填充运动草生产线，产品已在国内外市场顺利推广。 国骐光电已启动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挤出项目导入

意大利混料技术，使用无人化投料方式，增设全自动扩散板涂布工艺产线，进一步提高生产制造效率，节约人工成本，提升

产品良率，降低作业强度，透过自动化，进行系统整合、数据收集，以达到各工序有效协调，提升运作效率。

益青生物继续强化技术改造工作，采用智能化、自动化技术（智能识别、PLC、热泵等），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

率。 报告期内，益青生物依托企业技术中心、青岛市空心胶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青岛市空心胶囊工程研究中心三大平台

开展工作，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2019年上半年，针对产品工艺从色素、溶胶新工艺等方面开展了五个

方面的研究和改进，建立健全了溶胶、色素工艺的改进基础数据，建立了验证标准；立足于提升胶囊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

自动化程度，上半年完成了七项主要的设备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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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2018年9月7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返还应计入“其他收益” ，且需要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因此将2018年同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代扣个人所得

税手续费返还金额59,229.92元调整至其他收益。

2、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的执行对本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

影响。

3、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的执行对本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4、本集团财务报表因新财务报表格式变更引起的追溯重述对2018年12月31日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3,656,876,274.28 3,656,876,274.2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07,228,834.87 -807,228,834.87 -

其中：应收票据 386,728,133.33 -386,728,133.33 -

应收账款 420,500,701.54 -420,500,701.54 -

应收票据 386,728,133.33 386,728,133.33

应收账款 420,500,701.54 420,500,701.54

负债合计 1,539,060,278.11 - 1,539,060,278.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97,480,165.16 -797,480,165.16 -

应付票据 479,008,556.17 479,008,556.17

应付账款 318,471,608.99 318,471,608.99

其他流动负债 309,481.16 -309,481.16 -

递延收益 4,171,027.79 309,481.16 4,480,508.95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本期实施上述新准则，不会对本集团2019年1-6月及变更前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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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股票代码：

002768

股票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2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恩股份”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16日上午

10:00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爱国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9日以专人

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7人，实

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7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2019年8月1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内容详见2019年8月1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使用和管理，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

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见2019年8月1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

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2019� 年8月 1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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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恩股份”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8月16日13:30

在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2号路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胜利先生提议召开并主持，

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2019年8月1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内容详见2019年8月1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使用和管理，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

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768

证券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4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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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连锁 股票代码 00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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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曾俊 罗乐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电话 028-87825762 028-87825762

电子信箱 zj@hqls.com.cn luole@hqls.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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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29,353,130.17 3,616,244,415.75 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6,776,141.67 154,823,648.82 5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29,655,739.82 154,950,930.98 4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99,548.01 184,231,350.08 -104.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1 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1 5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1% 6.47%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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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655,172.83 4,794,059,433.44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77,640,853.08 2,612,944,711.41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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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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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世如 境内自然人 24.08% 327,420,000 245,565,000

永辉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00% 285,600,000

中民财智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0% 108,800,000 质押 108,800,000

四川三新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28% 58,176,961

曹曾俊 境内自然人 3.55% 48,280,000 36,21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8% 21,505,403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五组合

其他 1.46% 19,809,673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

信内需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13,232,507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八零五组合

其他 0.97% 13,200,000

北京昊青财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昊青价值稳健

8号投资基金

其他 0.94% 12,786,0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世如女士与股东曹曾俊先生为母子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昊青价值稳健8号投资基金通过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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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4,613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12,786,04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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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2019上半年，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稳健经营，报告期内，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各项业务稳定有序推进，公

司实现商品销售收入382,935.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9%；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677.6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52.93。 另

外，2019上半年增值业务收入306,886.1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1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工作如下：

1、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内控建设，完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运作效率。 2019上半年，公司根据《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完成了《公司章程》修订工作，同时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选举工作，并聘请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2、2019上半年，公司坚持“以四川为中心、成都为核心”的战略发展方针，加速开拓市场，进一步纵深网络布局，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川

内的便利超市行业领先优势。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共有门店2958家，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168家，关闭门店27家，公司以经营便利超市为主，门店平均面

积在200平米左右，单个新开、关闭门店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不大。

2019上半年销售收入前10名门店信息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地址 开业日期 经营模式 物业权属

1 总府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87号 2005-9-4 直营 租赁物业

2 海椒市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海椒市街13号 1997-4-10 直营 自有物业

3 中华园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北路6号 1999-8-6 直营 租赁物业

4 浆洗街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36号 2000-5-31 直营 自有物业

5 高新西区分场 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2008-11-6 直营 自有物业

6 会展分场 成都市高新世界天鹅湖花园6号 2009-1-19 直营 自有物业

7 顺江分场 成都市高新区顺江集中商业1号楼 2011-2-20 直营 自有物业

8 华阳海昌路分场 成都市华阳海昌路150号 2016-8-26 直营 自有物业

9 大城小居分场 成都市武侯区长寿南路2号 2007-2-8 直营 自有物业

10 华润路分场 成都市锦江区华润路158号 2016-11-11 直营 自有物业

在大力拓展新开门店的同时，公司加速对部分门店的升级改造工作，满足消费者更多的购物需求并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门店升级

改造时切实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设置生鲜门店、精品店、24小时店，并对升级改造后的门店进行分类管理、考核。

3、“商品+服务”一直是公司的竞争策略，手机支付的普及，使公司增值业务受到了一些影响。公司对此情况高度重视，公司加紧增值

业务布局，积极拓展探索增值业务新板块。 报告期公司新增以下服务项目：代收成都燃气大工商户燃气费、代收成都交投占道停车费、租

借街电充电宝三项业务。 此外，另有多项增值业务已经达成合作意向，即将于下半年上线。

4、自启动红旗云大数据平台以来，公司数据分析已实现可视化、移动化、动态智能化。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红旗云大数

据平台，提高财务管理和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

报告期公司信息开发部根据各部门及门店经营需求优化门店月末结转程序，提高门店扎帐效率；完成交投缴费、信息物资管理流程

电子化、WMS生鲜多供应商支持等20余项新增系统开发工作。

同时，公司通过多项培训切实提高员工职业素养，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人才队伍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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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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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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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购买商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此额度

内，资金可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投资理财，授权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1、 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为公司和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收益。

2、 投资额度

人民币5亿元，有效期内可在此额度内滚动使用。

3、 投资品种和期限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为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投资品种不涉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相关风险投资的规定。 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4、 资金来源

上述拟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5亿元人民币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5、 决议有效期

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6、 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投资理财。

7、 审议程序

本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风险、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5）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6）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

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所需，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的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投资理财的情况

1、2018年9月12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1亿元，购买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天府理财之“增富” 机构理财

产品（ZFJ18144-红旗专享）。详见2018年9月13日刊登在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公告》（2018-049）。

该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3月29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及投资收益。

2、2018年10月16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2亿元，购买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天府理财之“增富”机构理财

产品（ZFJ18153-红旗专享）。 详见2018年10月17日刊登在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2018-053）。

该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1月16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及投资收益。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意见

1、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能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内控措施和制度健

全，投资理财的资金能得到保障。 择机理财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有效，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

2、 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内部控制健全，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基础上，购买保本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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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年8月16日上午10:00时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5日以邮件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名(其中董

事梁辰先生、李国先生、孙昊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由董事长曹世如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监事会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购买商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此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

以上额度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投资理财，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十二个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 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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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年8月16日下午13:00时以现场方式在公司总部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5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

生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汤世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内部控制健全，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基础上，购买保本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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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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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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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材节能 60312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剑锋 杨东

电话 022-85307668 022-86341590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大厦3号

楼20层

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大厦3号

楼20层2007

电子信箱 sinoma-ec@sinoma-ec.cn sinoma-ec@sinoma-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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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1,225,349.65 3,346,418,994.41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72,763,919.94 1,667,123,209.0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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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2,565.37 -45,664,389.29 2.30

营业收入 1,029,494,699.39 831,702,772.21 2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850,398.17 50,708,927.02 -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964,651.16 46,966,801.45 -1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13 3.1572 减少0.38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67 0.0831 -7.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67 0.0831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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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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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66 309,275,786 0 无 0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0,463,950 0 无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0,463,934 0 无 0

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3 8,751,00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

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4 2,700,2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4 2,656,259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4 2,060,400 0 无 0

朱斌 境内自然人 0.32 1,934,000 0 无 0

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其他 0.28 1,710,000 0 无 0

岳伟 境内自然人 0.26 1,615,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2019年6月30日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

12.05%股权， 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参股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公

司为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国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大股东，因此，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与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

无法确认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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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国内外市场分析

报告期内，国际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和贸易扩张步伐放缓，各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加剧，尤其

是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对外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稳定都带来较大的压力。 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改善，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有所缓解。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努力提升发展质量。 一方面，公司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开拓及项目管

理能力与经验，企业规模、技术、人才、资本、管理等各方面实力得到显著的提升。 另一方面，结合绿色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导

向和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情况，有针对性地在建筑节能、新型建材、能源综合管理等领域进行布局，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1、落实年初工作部署，生产经营稳中有升

报告期，公司按照年初经营计划积极安排部署各项工作，生产经营整体保持稳健，营业收入实现稳中有升，实现营业

收入（合并口径）10.29亿元，同比上升23.78%,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在执行合同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确认收入有所增

加。 实现净利润（合并口径）5472.56万元，同比增长2.19%。

2、报告期内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合同保有量创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额15.68亿元，同比增长51.09%，其中，工业节能余热发电板块、新型建材废石资源综合利用

板块、节能装备板块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 2019年上半年，公司整体合同保有量（已签订未完成的合同）为29.12亿

元，同比增长32%。

工业节能：余热发电工程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充分发挥品牌、项目执行经验、技术积累等

方面优势参与竞争，签署了多个国内外余热发电总承包合同，2019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为4.86亿元，同比增长225.31%。 同

时，大力探索推进余热发电备品备件、运维服务、技术系统智能化升级服务、余热电站带可燃固废补燃、更低品位余热利用

及低碳排放等“余热发电工程服务+”业务发展，新签备品备件等合同230万元，近三年累计签订合同4559万元。

工业节能（余热发电等）投资方面，跟踪多个国内外项目，持续开展商谈工作，扎实推进菲律宾APO项目建设。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在建及投入运营、发电的余热发电BOOT/EMC项目18个（云浮项目到期移交），正常运营发电项目13个，累

计完成发电1.38亿度，结算电量1.30亿度。

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新型节能环保建材工程及技术装备方面，废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合同增加明显，2019年上半年

新签合同额为2.51亿元，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当阳新型节能环保墙材基地项目达到年产1000万平米基板产能，生产

管理和产品营销管理进一步优化，产品质量稳定优异，未来将进一步加强成本控制、销售渠道及营销体系建设。 被动房技

术咨询、材料、工程项目业务取得进展。

能源综合管理：公司围绕节能环保主题，结合公司掌握的热动技术及换热装置研发制造资源，在能源（常规能源和新

能源、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区域能源管理方面有针对性的进行业务拓展，实施了生物质、碳材料余热利用、沼气等一批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同时结合国家对非电行业的超低、超净排放政策，实施了多个减排项目，积累了项目管理及实施经验，

进一步拓展市场奠定良好基础。

节能环保装备（锅炉）方面，公司坚持“节能、环保、特色”产品定位，不断推动南通锅炉节能装备制造平台的发展。 报

告期内新签锅炉合同额为73318万元，同比增长24.82%，创历史新高，其中，垃圾锅炉、生物质锅炉新签合同额增长显著，分

别同比增长67.66%、85.60%，先后签订了杭州大江东6×870t/d、东莞海心沙3×750t/d、三河2×1000t/d等一批具有行业

影响力和引领力的锅炉供货合同，彰显了南通锅炉在垃圾和生物质锅炉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实力。

海外市场开拓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还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新签了肯尼亚KNCCL项目、阿联酋UCC项目、土耳其

鸡粪生物质发电项目等一批海外项目，并在保持既有节能投资业务稳步开展的同时，公司重点拓展海外投资业务市场，继

菲律宾SOLID、 APO水泥公司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项目后，公司在埃及、尼日利亚投资的硅钙板/纤维水泥板投资项目也

取得实质进展。 同时，国际工程、投资市场的开拓带动装备发展，南通锅炉的锅炉产品出口到印度、巴基斯坦、越南、阿联酋

等多个国家。 上述项目的实施及节能装备配套出口为公司实现“两外”战略，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奠定良好基础。

3、扎实做好“三精管理”工作，推进提质增效，提升企业运营和管理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扎实做好“三精管理”工作，即组织精健化（瘦身健体，做强主业）、管理精细化（降低成

本、提高质量）、经营精益化（企业经营要以效益为主要目标）。 一是强化项目执行安全、质量、进度、成本及“两金”（存货

和应收账款）管控，报告期内，公司在执行项目整体情况良好，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二是落实“瘦身健体” 要求，持续

做好低效无效资产、法人单位压减等专项工作，报告期内持续推进列入计划的法人单位压减工作；三是结合各业务板块发

展情况进行针对性管理，进一步强化成本费用控制和生产材料管理，提高盈利能力；四是加强投资及筹资计划和风险管

控，实施带息负债规模总额控制；五是加强对企业战略、经营、管理的研究学习，强调战略引领、管理层要懂经营、善管理，

要向经营要市场要发展，向管理要效益，提升公司整体运营和管理能力。

4、进一步做好技术创新和研发工作，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依托，不断完善各业务板块和平台技术、产品创新、研发机制体制，明确重点攻关方向，

持续推进ORC更低品位余热资源利用技术装备系统、烧结冷却系统升级改造及余热利用、新型墙材设备智能自动化提升、

可燃固废、污泥干化等重点试验项目、课题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开展科研项目42项，新申请专利18项，获得

专利授权9项,参与制订国家、行业标准2项。 南通锅炉“纯烧垃圾流化床锅炉”获江苏省机械工业专利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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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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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3126

证券简称：中材节能 公告编号：临

2019-025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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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1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2019年8月6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奇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7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编制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真实反映了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际经营情况，编制

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对外报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126

证券简称：中材节能 公告编号：临

2019-026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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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于2019年8月6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编制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真实反映了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际经营情况，编制

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并对外报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126

证券简称：中材节能 公告编号：临

2019-027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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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情况介绍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9年5月30日发布了 《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临

2019-019），近日公司与D.G.KHAN� CEMENT� COMPANY� LIMITED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 G.� KHAN” 或“业

主” ）正式签订了水泥窑余热发电工程和自备电站总承包项目合同（以下简称“胡布项目” ），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223,427,000.00元。

（二）业主及项目情况简介

1、 业主情况：D.G.KHAN� CEMENT� COMPANY� LIMITED水泥有限公司是NISHAT集团下属水泥板块企业。 据

NISHAT集团统计资料显示，NISHAT集团是巴基斯坦最大的综合性商业集团，其业务范围覆盖了银行、保险、水泥、电力、

纺织等多个领域。

2、项目情况：胡布项目位于D.G.KHAN胡布水泥厂厂区内，D.G.KHAN胡布水泥厂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胡布镇，拥有

一条10000t/d水泥生产线，胡布项目即为该生产线配套自备电站系统。

（三）合同范围：包括项目工程设计及技术服务、设备供货、部分安装及调试等。

（四）合同工期： 21个月，从收到信用证日开始计算。

（五）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合同的签署及履行对公司影响

胡布项目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223,427,000.00元，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

币1,029,494,699.39元（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预计上述胡布项目合同的签署及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的影响。

公司虽具有丰富的境外工程项目实施和管理经验，对项目合同实施方案也做了妥当的风险控制安排，但因项目所在

地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自然环境、社会及经济环境等较国内存在差异，且项目实施周期较长，项目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

些不确定性风险。 敬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公司代码：

603126

公司简称：中材节能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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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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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 股票代码 00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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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英杰 王玉珍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石大厦

1104室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石大厦

1101室

电 话 0731-28265986 0731-28265977

电子信箱 zwgx000657@126.com zwgx00065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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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046,449,211.05 3,814,999,324.53 3,914,030,981.00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655,877.66 73,627,702.20 76,403,706.16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4,901,537.11 70,564,415.99 73,328,818.46 -2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475,117.29 -306,776,944.95 -267,299,891.4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7 0.0837 0.0868 -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7 0.0837 0.0868 -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 2.35% 2.38% -0.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856,154,300.84 7,436,765,453.60 7,436,765,453.60 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54,329,538.62 3,181,776,718.94 3,181,776,718.9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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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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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94% 536,317,548 426,384,046

质押 0

冻结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3% 15,193,886 0

质押 0

冻结 0

潘英俊 境内自然人 1.58% 13,9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7% 6,79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周泰成 境内自然人 0.34% 3,035,480 0

质押 0

冻结 0

王增强 境内自然人 0.34% 3,029,880 0

质押 0

冻结 0

刘伟雄 境内自然人 0.27% 2,401,300 0

质押 0

冻结 0

马寿良 境内自然人 0.27% 2,352,500 0

质押 0

冻结 0

马寿祥 境内自然人 0.22% 1,918,613 0

质押 0

冻结 0

魏粦伟 境内自然人 0.20% 1,742,484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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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坚持战略引领，继续深化改革，发挥全产业链优势，跨越发展，努力承担钨产业转型升级创新

者的使命，全力开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钨产业集团新征程。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46亿元，同比2018年上半年增长3.3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7365.59万元，同比下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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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相

关规定，对于施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

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无影

响。

二是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一般企业（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对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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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HPTec� GmbH股权。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

2019-67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8月15日在江西省

南昌市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

7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6人，董事杜维吾委托董事李仲泽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仲泽主持。经

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68；《2019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6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度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合同及付款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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