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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7-052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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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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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华股份 股票代码 00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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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伟军 雷利民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 号中航中心 31

楼 3101-3102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 号中航中心 31

楼 3101-3102 

电话 0755-82557707 0755-82557707 

电子信箱 002240@gdweihua.cn 002240@gdweihua.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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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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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72,668,986.94 578,372,080.98 5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78,706.78 -63,732,410.9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84,702.95 -59,971,422.3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634,848.62 -23,541,111.0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9 -0.130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9 -0.13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4.71%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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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6,597,738.36 2,522,436,129.45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3,253,594.66 1,416,005,904.80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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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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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华 境内自然人 10.49% 51,475,200 0 质押 51,344,000 

李晓奇 境内自然人 10.00% 49,078,573 0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5% 40,000,000 0 质押 40,000,000 

王胜洪 境内自然人 2.14% 10,477,900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利 46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33% 6,550,000 0   

高蕾蕾 境内自然人 1.22% 6,000,900 0   

陈颢之 境内自然人 1.09% 5,350,3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1.01% 4,955,412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怀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7% 3,800,000 0   

李北铎 境内自然人 0.71% 3,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主要股东李建华先生与李晓奇女士为父女关系，构成关联股东关系，为

一致行动人。2017 年 6 月 15 日，公司股东李建华先生和盛屯集团签署了《表

决权委托协议》，李建华先生将其持有的威华股份 51,475,2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0.49%）对应的表决权以及提名和提案权委托给盛屯集团行使。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王胜洪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477,900 股。高蕾蕾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

票 900 股。陈颢之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350,300 股。李北

铎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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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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7 年 06 月 1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东签订<表决权委

托协议>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6 月 1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姚雄杰 

变更日期 2017 年 06 月 1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东签订<表决权委

托协议>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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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巩固和做优做强人造板业务，大力推进新能源新材

料业务，扎实工作，使公司治理以及经营业绩都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好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266.90 万元，同比增长 50.88%；实现营业

利润469.17万元，同比增加7,162.1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7.87 万元，同比增加7,151.11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8.47万元，同比增加6,195.61万元；实现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为 5,763.48万元，同比增加8,117.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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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管理、引进人才、加大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开

拓市场等举措，使人造板业务继续得到改善。报告期内，公司中纤板销售 42.94 万 m
3，同比下降 0.79%，

因本期台山威利邦不再并表，剔除其影响，同口径比较（即比较除台山威利邦以外的其他 5 家中纤板子公

司的同期数据，以下同）销量增长 12.95%；中纤板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9,366.95 万元，同比增加 2,017.04

万元，同口径比较，增加 8,985.75 万元，增长 17.84%；公司中纤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4.34%，毛利率同比

上升 0.90%，同口径比较，销售价格上涨 4.33%，毛利率上升 1.38%。 

新能源新材料业务方面，公司继续推进万弘高新和致远锂业项目建设。报告期内，万弘高新一期处于

试生产阶段，实现营业收入 24,192.54 万元，净利润 567.75 万元，预计 2017 年下半年可以正式投产。致远

锂业也在不断加快建设，预计 2018 年初进入设备调试、试生产阶段，并开始产生收益。年产 1,000 吨金属

锂的子公司也在设立中。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推动非公开发行尽快完成，以尽早实现主营业务的优化与升

级。 

2017年6月，公司完成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盛屯集团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这将有助于

推动公司业绩的持续改善以及业务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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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发生变化，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对2017年1月1日起发生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将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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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天广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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