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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19-102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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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威新材 股票代码 3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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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梅 / 

办公地址 江苏太仓市沙溪镇东市街 133 号 / 

电话 051253229379 / 

电子信箱 dongmi@chinadew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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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690,446.23 1,299,511,683.35 -5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70,699.42 35,035,739.57 -8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2,139,413.75 33,909,990.92 -2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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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845,559.92 -105,886,590.98 8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3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3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2.35%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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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1,954,845.23 4,250,528,560.95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3,053,729.63 1,368,997,664.76 -0.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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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1% 372,256,367 0 
质押 372,246,377 

冻结 372,256,367 

李日松 境内自然人 4.09% 41,174,191 0 
质押 41,174,093 

冻结 40,210,570 

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8% 35,000,000 0 质押 25,0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

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25,134,047 0 质押 25,000,000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 22,227,639 0   

程伊文 境内自然人 0.50% 5,047,100 0   

庄良宝 境内自然人 0.39% 3,955,000 0   

姜琪 境内自然人 0.30% 3,000,900 0   

陆仁芳 境内自然人 0.30% 2,975,000 2,231,250 质押 2,750,000 

王晶淼 境内自然人 0.29% 2,878,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程伊文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047,1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总数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047,100

股；庄良宝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 3,930,0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总数 25,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3,955,000 股；姜琪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000,9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总数 0 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3,0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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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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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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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定贯彻落实“单一主业下的多领域发展”的整体战略，积极发展“两新”，一方面专注于线缆用高分子材料

及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大力扩展新材料业务，另一方面继续推进燃料电池领域的布局。 

经历了 2017 年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和 2018 年经济增长态势分化，2019 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呈现总体放缓态势。美欧日经济

增长动力不足，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有所回落，主要国际组织均下调了 2019 年经济增长预期，但全球货币政策环境宽松推

动金融市场行情一路上扬。总体看,主要经济体后续增长动能不足,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大,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对全球

产业链的有效布局造成严重干扰,世界经济增长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预计 2019 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将持续放缓。 

在此环境下，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较 2018 年同期有所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0,690,446.23 元，营业

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5,688,926.24 元、5,379,348.02 元、3,870,6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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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德威明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湖南德威氢动力有限公司。2019年2月28日湖南德威氢动力有限公司

取得了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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