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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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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惠成 股票代码 3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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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淑敏 魏鸿鹄 

办公地址 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路西段 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路西段 

电话 0393-8910373 0393-8910373 

电子信箱 chenshumin@huichengchem.com weihonghu@huichengchem.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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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310,077.81 319,108,756.69 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1,282,562.86 52,294,343.71 3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9,654,134.48 49,898,336.45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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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074,136.99 36,805,152.17 12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1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1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0% 7.57%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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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410,164.30 913,519,795.11 -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5,074,016.17 765,119,592.86 2.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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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奥城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39% 119,243,000  质押 61,650,000 

北京芯动能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2% 5,973,120    

新余惠龙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5,003,250    

财通基金－宁波

银行－湖北鼎锋

长江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2,986,560    

民权中证国投创
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2,723,680    

常庆彬 境内自然人 0.93% 2,400,000    

王中锋 境内自然人 0.56% 1,443,000 1,082,25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淡水泉精选 1

期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1,205,950    

王建芳 境内自然人 0.47% 1,200,000    

刘颖 境内自然人 0.44% 1,1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濮阳市奥城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王中锋为本公司股东，王中锋、杨瑞娜
为濮阳市奥城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新余惠龙投资有限公司、常

庆彬为公司股东，常庆彬为新余惠龙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王建芳、刘颖分别为新余惠龙

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刘秀民之配偶、女儿；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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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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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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0,310,077.8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78%；营业利润84,485,601.2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61%；
利润总额84,456,698.02元，较上年同期增37.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282,562.8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31%；基本每股收益0.2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33%。 

（二）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 

1.研发投入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工作，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系统性地开展技术研究、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实

施工作，以创新引领企业技术进步，不断强化核心竞争力。 

2.公司进一步完善欧盟REACH、韩国K-REACH认证，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REACH作为欧盟委员会建立的统一的化学品监控管理体系，主要用于对进入欧盟市场的所有化学品进行预防性管理。报告
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欧盟REACH认证，使得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欧盟区的认可度进一步提高，促进了公司产品

在国际范围内的市场推广，增强了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3.内控制度建设方面 

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合法

合规、资产安全完整、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提高了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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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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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本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详见说明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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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 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

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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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4,904,314.27 应收票据 40,137,188.10 

应收账款 84,767,126.1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306,746.31 应付账款 15,306,746.31 

资产减值损失 942,785.54 资产减值损失 -942,785.54 

管理费用 31,971,382.92 管理费用 10,328,009.68 

研发费用 21,643,3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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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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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