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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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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净利润-1,553,034.83 元，加上年初的未分配利润-51,712,278.31 元, 本期

实际可供分配利润-53,265,313.14 元。鉴于报告期内净利润及可供分配利润仍为负数，2020年半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同时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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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华股份 600615 ST丰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黎玥 张国丰 

电话 021-58702762 021-58702762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6号由

由国际广场1507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6号由

由国际广场1507室 

电子信箱 liliyue2067@163.com gfzhang61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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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180,527.39 677,457,020.00 -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29,801,280.94 631,354,315.77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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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6,780.66 -262,051.32   

营业收入 22,552,783.26 25,251,828.49 -1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53,034.83 -3,762,14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655,027.74 -6,617,357.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46 -0.630 增加0.3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8 -0.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8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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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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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3.45 62,901,231 0 冻结 62,901,231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兴国 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3.23 6,076,821 0 未知   

崔钧 境内自

然人 

2.86 5,373,547 0 未知   

张维仰 境内自

然人 

1.44 2,698,395 0 未知   

梁浩权 境内自

然人 

1.22 2,300,800 0 未知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鸿睿一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0 2,252,500 0 未知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1 2,089,107 0 无 0 

蒋迎迎 境内自

然人 

1.09 2,043,800 0 未知   

张寿清 境内自

然人 

1.01 1,900,000 0 未知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78 1,471,73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10名流通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2、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隆鑫控股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重庆市渝商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5万股，为隆鑫控

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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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255.28 万元，比上年同期 2,525.18 万元减少 269.90 万元；实

现利润总额 60.40 万元，上年同期-381.40 万元；股东权益 62,980.13 万元，比期初 63,135.43 万元

减少 155.30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净利润-155.30 万元，上年同期-376.21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系理财收益减少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下降所致。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统计，2020 上半年全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011.2 万辆和

1,025.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6.8%和 16.9%。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镁业主要产品为镁、铝合金汽

车方向盘骨架等配件，主要是为汽车主机厂配套，因此经营业绩与汽车行业景气度密切相关。报

告期内，受疫情及汽车行业景气度下降影响，以及镁铝合金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相关产品销量

和价格较上期降低。面对上述诸多不利因素，重庆镁业基于实际情况分析研判，选择通过优化结

构，拓展产品线等方式应对行业变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报告期内重庆镁业已进入全球汽车座椅

供应商李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配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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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新准则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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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

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

施行新收入准则。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导致公司

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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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