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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6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2019-034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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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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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少明 独立董事 因其他重要公务 谷秀娟 

朱岩 独立董事 因其他重要公务 谷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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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00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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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可平 卢平（证券事务专员） 

办公地址 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 9 号北新中心 A 座 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 9 号北新中心 A 座 

电话 010-57868786 010-57868786 

电子信箱 bnbm@bnbm.com.cn bnbm@bnb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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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8,461,499.50 5,987,976,711.78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1,438,663.56 1,298,643,422.76 -1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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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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304,503.27 1,242,556,669.42 -11.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7,956,924.66 1,068,739,012.62 -3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9 0.726 -156.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9 0.726 -15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5% 10.09%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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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6,680,641.24 17,908,040,872.26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18,276,277.89 14,282,886,769.61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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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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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83% 639,065,870  
质押  

冻结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6% 125,954,857 125,954,857 
质押 62,896,400 

冻结  

贾同春 境内自然人 5.29% 89,451,976 89,451,976 
质押 50,670,000 

冻结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22% 88,166,580  
质押  

冻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2.30% 38,911,326  
质押  

冻结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9% 18,500,043  

质押  

冻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0.93% 15,729,237  
质押  

冻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15,051,960  

质押  

冻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蓝筹稳

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11,500,016  

质押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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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 10,761,700  

质押  

冻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016年 7月 22日，贾同春

等 35名自然人及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10个有限合伙企业签

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共同行使北

新建材的股东权利，在北新建材的股东大会中采取一致行动，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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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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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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融资和销售持续严格调控，产业链资金持续紧张，面对严峻形势，在公司董

事会的科学决策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干部员工坚持贯彻“从管理到经营”，持续推进“三精”管理，

落实“稳价、降本、保量、压减、优化”经营措施，聚焦主业，扎实推进生产经营、改革创新、转型升级、

国际布局等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3,846.15万元，同比增加0.84%；营业利润126,676.93万元，同比减

少15.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143.87万元，同比减少153.24%；基本每股收益-0.409元/股，

同比减少156.34%。 

1.贯彻“从管理到经营”，增强盈利能力 

坚持贯彻“从管理到经营”，持续推进“三精”管理，打造“先进简约”工厂；泰山石膏开展精细化

管理，加强生产对标，调整优化采购策略，降本增效；保持品牌优势，2019年北新建材荣登中国500最具

价值品牌榜第71位，品牌价值跃升至698.68亿元；泰山石膏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泰山石膏板品牌形

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行营销2.0，开展营销升级，加强与各大房地产集团、装饰公司的合作，打造

“整体解决方案+材料集成供应+设计施工咨询指导”的一体化产业发展新平台。公司新版网站及电商平台

正式上线，组建市场化、专业化的营销团队，拓展新零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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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技术创新，进一步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石膏板业务为核心，进一步发展“石膏板+”业务。继续推广“以石膏板复合墙体

替代砖头砌块、矿棉板替代高价定制铝扣板吊顶、鲁班万能板替代木材油漆壁纸壁布、金邦板替代石材”

的四个替代；加大对轻钢龙骨的研发投入、加强专利开发，提升龙骨配套率。上半年，公司继续发展内装

装配化，打造北新鲁班万能板产品体系，推广“个性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即装即住”的全

屋装配系统。 

泰山石膏聚力技术创新，优化工艺，推进石膏板产品的增厚降重，研发抗冲击石膏板、压花装饰板、

玻璃纤维布面石膏板等新产品，提升竞争力。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申请专利4,148件，取得授权专利共3,165件，国际专利申请49件。 

3.制定50亿平方米全球石膏板产业布局发展规划 

报告期内，北新建材石膏板30亿平米产能布局建设稳步推进，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石膏板投产

产能达27亿平方米。根据市场形势和公司发展需要，经过对市场和资源的统筹分析，北新建材制定新一轮

全球石膏板产业布局发展规划，计划将石膏板全球业务产能布局扩大至50亿平方米左右（其中国内至40亿

平方米左右、海外10亿平方米左右），配套进行50万吨龙骨产能布局，加快优势业务建设与发展，进一步

强化和巩固北新建材的核心业务护城河。关于每一条石膏板生产线的投资规模、资金来源、建设地点、投

资回报等情况，公司将在条件具备时提交内部有权机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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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

列报》（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执行。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

行。根据财政部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

的差异调整计入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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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在编制 2019 年各期间财务报告时，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财政部于 2018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 月 1日起执行。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根据新租赁准则相关规定，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

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根据过渡期政策，公司在执行新租赁准则时选择

简化处理，无需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无需调整比较式报告信息。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对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合并财务报表有影响的相关

项目如下表：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89,934,694.34  2,489,934,694.3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489,934,694.34  

 
-2,489,934,694.34  

应收账款 79,739,846.22  82,177,544.76   2,437,698.54  

其他应收款 72,347,724.61  75,101,208.49   2,753,483.8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6,637,947.57  
 

 -176,637,947.5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76,637,947.57    176,637,947.57  

使用权资产 
 

76,468,626.90  76,468,626.90  

长期待摊费用 24,824,322.64  15,558,142.45  -9,266,180.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008,599.20  33,960,904.44  -1,047,694.76  

预收款项   166,419,913.57  
 

 -166,419,913.57  

合同负债 
 

166,419,913.57    166,419,913.5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674,000.00  37,885,934.92   9,211,934.92  

租赁负债 
 

57,990,511.79  57,990,511.79  

未分配利润 8,873,289,639.80    8,877,373,427.93   4,083,788.13  

少数股东权益   156,024,755.33  156,084,454.86  59,699.53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对首次执行当年年初母公司财务报表有影响的相关项目如下表：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05,840,024.65 1,305,840,024.6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305,840,024.65  

 
-1,305,840,024.65 

应收账款 294,369,978.23  292,298,378.48 -2,071,599.75 

其他应收款 1,623,393,849.26  1,612,565,499.76  -10,828,349.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7,436,767.48  
 

-147,436,767.4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47,436,767.48 147,436,7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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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资产 
 

1,021,143.47  1,021,143.4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841,566.82  25,776,559.20  1,934,992.38 

预收款项 136,746,725.10  
 

-136,746,725.10 

合同负债 
 

136,746,725.10 136,746,725.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000,000.00  20,591,534.91 591,534.91 

租赁负债 
 

429,608.56 429,608.56 

未分配利润 824,645,789.71  813,680,832.84 -10,964,956.87 

（3）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底开始陆续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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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实施，《企业

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于 2019年 6月 17日实施，财务报表部分格式变更于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

告开始实施。 

公司自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适用新财务报表格式，仅对财

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施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新债务重组准

则。根据准则衔接规定，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业务根据新准则进行调

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相关业务，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无重大影响。 

根据财会[2019]6 号文，财务报表格式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2.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项目由“减：资产减值损失”、

“减：信用减值损失”改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9 年 1 月 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220,125,425.67 

应收票据 137,947,880.91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426,583,490.21 

应收票据 134,285,111.73 

应收账款 82,177,544.76  应收账款 292,298,378.48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812,375,377.83 

应付票据 27,520,308.35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854,468,902.69 

应付票据 19,420,308.35 

应付账款 784,855,069.48  应付账款 835,048,594.34 

上年同期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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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3,240,863.81 资产减值损失 -3,240,863.81 资产减值损失 4,944,092.26 资产减值损失 -4,944,0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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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公司名称 取得方式 持股比例(%) 

1 北新建材（朔州）有限公司 投资或设立 100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长：王兵 

2019年 8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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