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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控股                          公告编号：2019-54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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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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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格控股 股票代码 0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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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诺 曹东林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279 号成达

大厦 11 楼 1108 室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279 号成达

大厦 11 楼 1108 室 

电话 028-65531312 028-65531312 

电子信箱 w000408_dm@163.com cdl_00040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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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725,956.15 1,138,223,147.16 -2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4,247,086.68 432,227,161.67 -4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93,598,928.72 430,834,482.65 -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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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587,326.07 -210,719,429.44 15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5 0.2168 -45.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5 0.2168 -45.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6.40%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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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8,303,438.92 9,704,086,066.08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85,847,208.83 7,840,199,504.1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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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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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藏格创

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08% 858,892,678 858,892,678 质押 858,892,678 

四川省永鸿

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2% 387,228,181 387,228,181 质押 387,228,181 

肖永明 境内自然人 10.87% 216,803,365 216,803,365 质押 216,801,382 

北京联达时

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 55,031,595 55,023,743 质押 55,031,595 

全国社保基

金六零四组

合 

其他 1.76% 35,174,140 0   

李明 境内自然人 1.71% 33,996,752 0 质押 33,996,752 

杨平 境内自然人 0.90% 17,848,295 17,848,295  17,848,295 

国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6,307,899 0   

北京联达四

方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自然人 0.45% 9,004,464 9,004,464 质押 9,000,000 

秦皇岛宏兴

钢铁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7,995,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和肖永明属于

一致行动人。北京联达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联达四方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存

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除以上已知股东属于一致行动人或存在关联关系外的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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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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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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在全球经济复苏、粮食价格触底回暖和国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大背景下，公司主要产品氯化钾的价格在报告期内延续了稳中上行的趋势，并有望在下半年持续回升。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抓紧落实年度经营计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充分发挥公司竞争

优势，强化日常经营管理，不断提升品牌品质，优化产品结构，经营业绩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  

    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收入806,725,956.15元，同比下降29.12%；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234,247,086.68元，同比下降

45.80%。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察尔汗盐湖

降水频率及总量均有所增多，影响光卤石的出矿量并最终导致报告期内氯化钾产量下降；另外，报告期内公司大幅缩减了贸

易业务的规模，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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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