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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节能                           公告编号：2017-031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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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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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阳节能 股票代码 0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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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明 刘兆红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 11 号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 11 号 

电话 0533-3287211 0533-3283708 

电子信箱 zhangzhenming@luyang.com sdlyzqb@luy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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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7,606,649.71 510,586,155.38 2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667,179.05 25,732,307.65 14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0,895,509.34 19,534,862.97 2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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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5,226,714.33 152,936,244.82 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7 1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7 1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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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3,593,149.77 2,117,101,657.51 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3,098,020.17 1,683,828,710.0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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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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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00% 101,780,730 101,780,730   

鹿成滨 境内自然人 13.96% 48,997,137 36,398,508   

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产

经营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 14,129,697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5,200,076 0   

盛新太 境内自然人 1.11% 3,900,620 2,925,465   

高俊昌 境内自然人 1.09% 3,825,333 0   

毕研海 境内自然人 1.05% 3,686,123 0   

任德凤 境内自然人 1.04% 3,642,489 0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混沌价值一号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3,211,06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8% 3,096,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鹿成滨与任德凤系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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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耐火材料主要下游行业投资继续减少，耐火材料在传统应用领域的刚性

需求仍未有明显提高，耐火材料行业仍处于下行发展阶段。受环保治理影响，耐火材料行业

迎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阶段，耐火材料行业落后产能面临淘汰，行业集中度提高，规模化企

业发展竞争优势增强。上半年，虽然耐火材料传统应用行业企业效益好转，但企业发展结构

调整已进入深水区，部分企业生存已难以维系，耐火材料行业应收帐款清收工作仍然面临较

大压力。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继续深入推行“转变经营方式，调整产品结构” 的经营模式，

细分市场，精准定位客户需求，集中资源优势，增强服务能力；调整公司产品结构，继续加

大优势产品的品质和应用提升工作，由数量销售向质量销售转变；继续加大新产品和新市场

的开发工作，报告期内，公司中高端产品的销售数量进一步提升，威盾模块等新产品及部分

应用新行业开发取得积极成效。受以上因素积极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陶瓷纤维产品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23.55%。 

受国家建筑设计、验收规范、标准和法规不断完善，A级建筑保温防火材料市场认可度

提升，市场需求增加以及公司岩棉产品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岩棉产品销售放量，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0%以上，同时销售价格也逐步回升，岩棉产品的盈利能力增加。 

      继续强化内部控制工作，进一步完善信用控制体系建设，从客户授信、资信验证、合同

管控、合同履约、货款清收等环节入手防控经营风险，并加大了法律维权力度。新发生销售

业务质量有了显著提升，新业务货款逾期比例明显下降，应收帐款增长得到遏制。 

报告期内，公司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带来的协同效应作用持续发

挥，陶瓷纤维制品成本下降、生产效率提升等成果得到继续巩固推广，公司产品综合竞争力

增强。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毛利水平持续提升，运营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7,606,649.71元，同比增长28.79%；实现净利润

62,667,179.05元，同比增长1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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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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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集团于2016年按照《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的要求，将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

“税金及附加”项目；  

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自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列示于“税金及附

加”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由于上述要求，2017年半年

度和2016年半年度的“税金及附加”项目以及“管理费用”项目之间列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对2017年半年度和2016年半年度的

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二）本集团于2017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要求，将利润表“营业外收入”科目中与企业日常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调整到“其他收益”科目中；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

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

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公司根据上述要求，将

2017年1-6月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由"营业外收入"调整到"其他收益科目"中,此调整对2017年上半年度和2016年

度的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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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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