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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2019-028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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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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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亚圣象 股票代码 0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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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龙强 戴柏仙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 99 号大

亚工业园 

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大亚

工业园 

电话 0511-86231801 0511-86981046 

电子信箱 shenlongqiang@cndare.com daibaixian@cnd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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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3,236,019.18 3,160,577,963.02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917,867.98 179,721,051.32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7,031,646.49 176,598,329.24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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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207,367.71 79,345,693.40 -17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2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2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9% 4.7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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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3,488,191.22 6,937,696,044.18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62,118,589.59 4,327,838,420.51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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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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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89% 254,200,800 0 质押 233,0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2.11% 11,704,215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5% 10,263,327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1.65% 9,158,07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6% 8,650,607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7,000,000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7% 6,495,837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1.16% 6,430,77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1% 6,137,649 0   

江苏费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5,893,6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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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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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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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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继续巩固和做大做强地板和人造板业务，

有序开展各项工作，使公司总体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发展。 

地板产业2019年上半年继续不断加强品牌建设和推广，提出品牌新口号“圣象·家的向心力”和品牌新主张“让每一个家更

亲近”，以环保为原则，以爱为核心驱动力，积极面对广大消费者；加大广告投放力度，在保持央视、高铁、机场等主流传

统媒体广告投放的同时，加大今日头条、微信朋友圈、抖音等新媒体广告投放；同时加大产品营销推广，推出 “大宅”系列、

“大木工匠”系列、“印橡”系列，积极开展全国315、2019年圣象力量615等大型营销活动；此外，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与运营

管控、进一步优化销售结构等措施，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人造板产业2019年上半年继续加强采购、研发、生产、营销等各环节管控，不断强化制度建设和管理、完善考核机制；

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加大客户开发力度，增大优质客户拥有量；加大品牌保护力度和研发投入，不断提升“大亚”人造板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此外，2019年上半年大亚人造板荣获中国林产工业协会颁发的首批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认定单

位。 

    综上所述，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8,323.6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5%；实现营业利润26,379.47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0.66%；实现利润总额26,406.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82%；实现净利润20,263.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691.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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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会计政策变化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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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

据规定，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自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告的披露。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会计政策变更内容主

要包括：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根据公司管理

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类为以摊余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

衔接规定，公司应当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

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

数据与新准则要求不一

致的，无需调整。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报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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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

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2、金融资

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以更加及时、足

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3、修订套

期会计相关规定，拓宽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使套期会计更加

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4、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

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相应调整；5、

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公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

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2、报告期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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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象集团有限公司新增设立子公司西安圣象家居有限公司，投资成本200万元人民币，持股

比例100%。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陈晓龙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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