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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19-065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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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万方 股票代码 0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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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科芳 石睿 

办公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电话 0391-2535596 0391-2535596 

电子信箱 jzwfzqb@163.com jzwfzq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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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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000,800.66 2,174,433,624.84 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318,941.13 -138,067,094.14 7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920,180.78 -157,536,325.17 7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861,134.94 384,699,095.67 -92.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0 -0.116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0 -0.116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2.9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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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6,459,334.62 7,444,129,605.03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03,827,572.22 4,225,156,626.78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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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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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0% 206,278,976  质押 205,919,800 

杭州金投锦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1% 195,582,591  质押 195,580,000 

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64% 186,510,161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6.81% 81,180,000  质押 29,750,000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4% 35,045,780    

陶世青 境内自然人 1.39% 16,620,800    

北京美瑞泰富置业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 1.15% 13,66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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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1,511,900    

刘庆丽 境内自然人 0.42% 4,952,893    

王颖 境内自然人 0.24% 2,817,7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和泰安成、金投锦众、嘉益投资、万方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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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4,180,000 股外，

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00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81,180,000 股；公司股东陶世青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20,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620,800 股；公司股东刘庆丽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36,493 股外，还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16,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95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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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通过采取成本挖潜、提质增效、市场研判等措施， 积极推进生产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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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因公司部分电解槽槽龄较长，为了安全生产需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初决定对 92 台电解槽集中停槽检修。报告

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运行，生产技术指标得到改善。2019 年第二季度以来，受铝产品市场价格上涨，氧化铝等主要原料

价格下跌影响，公司 2019 年第二季度经营业绩实现盈利，使公司 2019 年上半年业绩较第一季度有所好转。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2,200 万元，同比上升 6.79%；实现利润总额 -6,032 万元，同比减亏 67.46%；实现净

利润 -3,432 万元，同比减亏 75.14%。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下半年，公司持续优化电解主要工艺技术指标。紧扣“提指标，降费用”这条主线，加强精细化管理，鼓励技术创新和

管理创新。进一步优化供电结构，加强热电厂运营管理，提高机组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多发多供，降低网电使用量。以效益

最优为原则，强化市场研判分析。强化安全底线意识，坚持绿色发展，树立安全环保稳定是企业最大效益的安环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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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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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1.将资产负债表上期余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2,515,246.81 元分拆为“应收票据”4,700,000 元 及“应收账款”

17,815,246.81 元两个项目；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上期余额 332,111,985.4 元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120,000,000 元及“应付账款”212,111,985.40

元两个项目； 

3.调增上年末”递延收益”项目 948,724.55 元，调减上年末“1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 948,724.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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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斌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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