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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2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6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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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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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楠 刘庆坤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江会路上浅口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江会路上浅口 

电话 07506109778 07506107981 

电子信箱 lxn000782@163.com liu0007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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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066,632.93 1,869,716,328.60 -1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27,175.32 24,555,970.84 -9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80,861.98 25,377,758.48 -1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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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425,478.49 121,401,912.36 -197.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5 -9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5 -9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2.05% 下降 1.8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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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9,796,532.33 2,893,447,332.22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4,868,354.31 1,437,629,885.03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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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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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昌盛日电

新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33% 154,911,124 81,818,182 质押 153,118,182 

太仓德源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102,730  质押 16,480,000 

吴金兰 境内自然人  16,388,605    

郑瑞贞 境内自然人  8,980,000    

王英 境内自然人  5,020,020    

史双富 境内自然人  2,949,000    

薛建新 境内自然人  2,900,000    

金红 境内自然人  2,700,200    

魏一凡 境内自然人  2,195,379    

于英 境内自然人  2,13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控股股东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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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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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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半年财务报告的总体情况是：由于受中美贸易战的间接影响，下游市场采购量下降，传导到上游，上半年尼龙原

料和尼龙切片纺丝行业偏弱运行，此外行业内产能集中释放，行业价格竞争激烈，行业需求低迷，效益普遍下降。 

上半年切片产量 8.4万吨（其中自用量 2.7 万吨）、销量 5.5万吨，产量同比减少 7.66%、销量同比减少 9.8%；纤维丝

产量 4.1 万吨、销量 3.9 吨，产量同比增加 1.86%、销量同比减少 1.87%；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15.51 亿元，同比下降

17.04%，本期公司产品量价齐跌，产品价差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跌幅,毛利空间严重压缩，因此，本期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大

幅减少，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21.10万元和 222.72万元,比同期减少分别为 95.24和 90.93%。 

本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52.26%，比上年末上升 3.38个百分点，资产总额 306,979.65万元，比上年末上升 6.09个百分

点，净资产 146,546.40万元，比上年末下降 0.93个百分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11,842.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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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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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

个项目；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二个项目 

董事会 

审批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208,251,622.01 元，上期金

额 263,688,847.57 元； 

“应收帐款 ”本期金额 182,402,216.47 元，上期金额

151,179,319.65 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折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 609,144,000.00 元，上期金

额 457,377,200.00 元； 

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245,478,397.52 元，上期金额

254,430,819.08 元；  

（2）在利润表中“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

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一”号填列” 

董事会 

审批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5,293,278.39 元，上期金额

-4,509,111.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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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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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在原资产负债表中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科目 

董事会 

审批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本期金额 220,239,987.01 元，上期

金额 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金额为 0元，上期

金额为 220,239,98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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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坚之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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