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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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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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蓉科技 60332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卫 曾铃淋 

电话 028-82255381 028-82255381 

办公地址 成都市崇州市崇双大道二段518

号 

成都市崇州市崇双大道二段518

号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scfrkj.cn zhengquanbu@scfrk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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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515,796.34 1,136,710,516.25 2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27,347,462.17 684,237,300.35 64.7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8,466,450.05 59,681,792.92 132.01 

营业收入 543,924,112.01 459,433,198.59 1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9,635,331.58 73,101,188.68 6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8,006,816.58 66,389,439.48 7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35 12.65 增加2.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37 0.2089 59.7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37 0.2089 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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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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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56.48 226,471,000 226,471,000 无 0 

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1.17 44,779,350 44,779,350 无 0 

成都兴蜀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8.47 33,970,650 33,970,650 无 0 

福建省国企改革重组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国有法

人 

4.36 17,500,000 17,500,000 无 0 

惠州市嘉骏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4 10,191,300 10,191,300 无 0 

成都市志盈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5 8,632,400 8,632,400 无 0 

成都市和盈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11 8,455,300 8,455,300 无 0 

谢辉 境内自

然人 

0.08 310,000 0 无 0 



钟慧娟 境内自

然人 

0.07 266,900 0 无 0 

刘小英 境内自

然人 

0.06 235,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冶控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均受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直

接控制，二者存在关联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公司不了解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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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4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4.59 亿元增长 18.39%；实现净

利润 1.20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 0.73 亿元增长 63.66%；扣非后净利润为 1.18 亿元，较 2018 年

同期 0.66 亿元增长 77.75%。 

（一）市场开拓取得较好成绩，行业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公司加大与终端客户的互访频次，加深夯实合作开发的信任度，为双方共赢创造条件。公司

发挥多年研发笔记本电脑结构件材料的成功经验，成功与两家新的笔记本电脑终端知名代工厂家

签约合作。随着公司在业内知名度提升，已有多家国内外终端品牌客户及代工企业来寻求合作，

为今后拓宽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市场和扩大产业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与时俱进求创新，科技研发结硕果 

公司紧跟 5G通讯时代发展潮流，紧盯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市场变化，为适应铝制结

构件材料朝着高光、高强度、可阳极和通透性方向发展的趋势，增配先进的研发设备，已研发成

功 10 多个高端智能手机结构件材料项目并应用于知名终端品牌手机；自主研发新合金，积极与知

名科研院所合作探索新合金开发，形成以产带学，以学促产的研发氛围，自主研发申请了 7 系高

端合金和绿色环保概念合金专利，引领消费电子产品行业铝合金发展方向。6 系高强度合金的研

发项目和 7 系可阳极航空铝合金研发项目已研发成功并应用于客户端。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和专利申报，上半年获得“蘑菇头夹具”和“一种双炉铝棒加热的挤压生产系统及工艺”的专

利授权，公司目前有十多项专利正在申报中。 



（三）产销实现增长，产品结构优化显成效 

公司坚定以质取胜的理念，积极介入客户端新产品研发，凭借公司快速响应的研发优势及产

品优良品质，公司成功承接了多家客户订单。公司全力以赴开拓高附加值出口订单，上半年出口

订单销量和出口收入均同比增长。在手机市场增长渐趋平稳的情况下，公司居安思危，积极寻找

新客户，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开发笔记本电脑和 IPAD 平板电脑项目使得产销较快提升，实现了消

费电子产品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四）熔铸产能大幅提升，自给率进一步提高 

公司出台熔铸产量超产激励方案，加强熔铸研发和设备维护力量，全力保证熔铸产能达成。

公司成功攻关了高品质圆铸锭存在的一些技术难题，研发出多个高强度高品质合金；摸索完成多

种合金的再生铝回收项目，实现铝的回收综合利用,为今后拓展再生铝产品市场奠定较好基础。各

类合金高品质圆铸锭包括 7 系高附加值圆铸锭产量同比增长，自给率进一步提高，为降低原材料

成本，提高产品品质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有序启动设备投入，技改项目取得新进展 

今年上半年新增 1 条挤压生产线并按计划投产，新增油气润滑平台以缓解平台不足对熔铸产

能提升的制约；根据产品结构调整需求，推进消费电子材料产品品质和产能提升的技术改造，组

织完成 6#机使用Φ 203mm 圆铸锭和 3#机使用Φ 254 园铸锭的技术改造，对挤压线的在线短定尺高

精锯切进行技术改造，完成挤压线铝棒二次加热均温燃气炉的安装调试并申请专利。 

（六）降成本意识逐步加强，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全面落实降本增效工作，努力提升生产效益。完成熔铸 3#线设备及挤压生产线技改设备的公

开招标工作，节约了设备采购成本；严控原材料采购成本。对标挖潜寻找降本空间，通过设备程

序优化进行节能降耗，加大设备小改小革进一步提升挤压成品率；科学管理备品备件库，库存量

同比降低；加大工艺攻关，优化工艺废料锯切量；启动熔铸炒渣工作，降低金属消耗。 

（七）推进精细化管理，内控制度运作正常 

扎实推进公司精细化管理。采取灵活措施降低财务费用，组织做好承兑汇票贴现和外汇收付

工作，通过募集资金置换逐步压缩贷款额度，资产负债率降到历史新低。修订完善考核和人事制

度，人力资源管理不断优化，上半年员工工资有所增加，员工满意度逐步提升。做好 QEO和 QC080000

等质量体系内审和外审工作，按体系组织好生产经营管理，顺利完成客户多轮现场和非现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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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之“（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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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