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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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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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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明泰铝业 60167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雷鹏 景奇浩 

电话 0371-67898155 0371-67898155 

办公地址 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开发区 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开发区 

电子信箱 mtzqb601677@126.com mtzqb60167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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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7,307,037.89 9,335,846,270.38 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433,758,479.36 5,934,102,054.40 8.4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9,542,661.26 -1,117,396,236.3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884,338,742.87 5,957,001,292.24 1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9,286,053.74 254,808,415.96 2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6,543,358.53 205,969,878.95 43.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45 4.55 增加0.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44 27.2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44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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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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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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廷义 境内自然人 17.96 105,916,800 0 无 0 

中科沃土基金

－浦发银行－

云南信托－云

信智兴 2017

－514号单一

资金信托 

未知 4.97 29,302,987 0 无 0 

雷敬国 境内自然人 4.91 28,976,800 0 质押 11,480,000 

王占标 境内自然人 4.23 24,930,000 0 无 0 

马廷耀 境内自然人 4.01 23,677,234 0 质押 15,000,000 

金鹰基金－浦

发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云

信富春 12号

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3.56 21,000,000 0 未知 0 

马跃平 境内自然人 3.30 19,440,400 0 质押 10,000,000 

化新民 境内自然人 3.07 18,096,913 0 质押 12,600,000 

李可伟 境内自然人 2.59 15,284,400  质押 15,284,400 

财通基金－浦

发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云

信富春 7号单

一资金信托 

未知 1.47 8,642,674 0 无 0 

杭州安胜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未知 1.47 8,642,67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马廷耀系马廷义之兄，化新民系马廷义妻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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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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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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度，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真抓实干、稳步发展，产销量

再创新高突破 41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688,433.87万元，同比增长 15.5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28.61 万元，同比增长 29.23%。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全面细化管理，严把采购关，优化工艺流程，提高设备利用

率，减少资源耗用，不断降低运营成本。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及附

加值，优化公司产品结构。目前，公司在获得“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

基础上又获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书”，标志着公司产品进入

军工领域获得许可。当前，公司部分产品已配套供应军工企业，促进了公司产品结构

的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各重大项目继续推进，更多先进设备投入运营，升级公司加

工能力。 “年产两万吨交通用铝型材项目”由德国西马克公司进口的挤压生产线 82MN、

60MN及 125MN挤压机均已安装完成并开始试生产，生产的轨道交通型材获得郑州中车

认可，可配套供应铝合金轨道车体制造，提高轨道车体利润率。2019年上半年铝合金

轨道车体交付 94节，提升了公司的整体利润水平。 

为了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

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等各方利益结合在一起，公司实施了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充分彰显了管理团队对公司业绩增长的信心，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2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884,338,742.87 5,957,001,292.24 15.57 

营业成本 6,091,275,032.22 5,379,796,347.69 13.23 

销售费用 127,286,633.87 111,168,650.72 14.50 

管理费用 73,300,450.29 70,061,865.04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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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2,159,538.87 23,979,169.07 -109.01 

研发费用 146,580,799.00 54,478,589.22 16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542,661.26 -1,117,396,236.30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1,466,861.14 274,430,373.91 -505.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8,744,993.61 945,147,900.68 47.9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公司历次高附加值募投项目产能继续释放，产销量进一步

提高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公司产销量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销量增长，运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利息收入及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研发项目投入资金量增大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购买原材料时支付的现金比

例减小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发行可转债收到资金增加所

致。 

3.3 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

资金 
811,421,230.13 7.62 1,239,734,963.80 13.28 -34.55 

主要系支

付到期的

应付票据

所致 

应收

账款 
830,202,368.66 7.80 667,042,957.78 7.14 24.46  

预付

款项 
921,914,598.74 8.66 910,696,013.92 9.75 1.23  

存货 1,580,145,206.09 14.84 1,330,320,819.77 14.25 18.78  

其他

流动

资产 

1,991,504,845.84 18.70 607,909,394.56 6.51 227.60 

主要系购

买的银行

结构性存

款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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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305,000,000.00 2.86 305,000,000.00 3.27 0.00  

其他

非流

动资

产 

254,963,813.19 2.39 134,432,365.81 1.44 89.66 

主要系持

有的待售

郑州明泰

新建研发

办公楼 

短期

借款 
23,132,560.00 0.22 455,873,618.00 4.88 -94.93 

主要系银

行贷款减

少所致 

应付

票据 
1,026,806,297.73 9.64 1,598,675,969.95 17.12 -35.77 

主要系解

付到期应

付票据所

致 

预收

款项 
90,166,466.02 0.85 73,822,287.32 0.79 22.14  

资本

公积 
3,782,106,316.14 35.52 3,496,693,230.35 37.45 8.16  

归属

于母

公司

所有

者权

益 

6,433,758,479.36 60.43 5,934,102,054.40 63.56 8.42  

 

3.4 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品定位高端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自主创新不断谋求转型升级，已进军行业发展前沿交通运输

用铝、汽车轻量化用铝、新能源用铝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公司生产的商用车铝

合金板已向宇通、中集、比亚迪等车企供货，生产的轨交型材、铝合金轨交车体向中

车供货，生产的锂电池铝塑膜箔材、电解电容器用负极铝箔、超级电容器用高纯铝箔

等产品可用于新能源领域。产品升级促进公司由传统铝加工企业向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跨越。 

（2）装备先进优势 

铝板带箔方面，公司拥有（1+4）热连轧生产线、3300mm宽幅(1+1)热连轧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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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CVC 六辊冷轧机。公司（1+4）热连轧生产线为国内首条自行设计的生产线，经过

多年运行已积累了丰富的控制铝板带箔生产速度、温度、厚度、板型等各种工艺参数

的经验和技术，拥有独特的对（1+4）热连轧生产线运营控制的管理经验。公司(1+1)

热连轧生产线产品宽度可达 3000mm，可用于生产集装箱板、车厢厢体板、C80运煤敞

车用中厚板、船用中厚板等高端产品。公司由德国西马克公司引进的 CVC六辊冷轧机

所生产产品具有宽幅、板型厚度公差小、板面光亮细腻等优点，可用于汽车制造、航

空航天等领域。 

铝型材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从德国西马克采购的 82MN、

60MN及 125MN挤压机已安装完成。该等挤压机挤出型材口径大，具有避免空气挤入制

品、不会产生“蘑菇”生产事故、挤压行程短、生产高效等优势。从德国 fooke公司

进口的“大部件加工中心”及从奥地利 IGM 公司进口的 2 台“车体总装生产线-大部

件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和 1 台“车体总装生产线-总组成多功能工业机器人”满负荷

运转，生产的铝合金轨道车体批量供应郑州中车。德国 fooke “大部件加工中心”加

工长度达 59 米，宽度达 3.5 米。奥地利 IGM “大部件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和“总组

成多功能工业机器人”焊接长度分别可达 120米和 35米。 

采用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成品率，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

为公司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和优化产品结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3）规模与成本优势 

铝板带箔加工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公司产品

涵盖了 1系到 8系铝合金等多品种、多规格的产品系列，能够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客

户的多元化需求。2018年度，公司实际产销量突破 76万吨，位居行业前列。2019年

半年度，产销量突破 41 万吨，预计全年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公司产销规模的扩大相

应的降低了单吨生产成本。公司明显的规模优势为强势竞争力的形成和保持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随着公司海外市场不断开拓，产能持续扩大，公司产品结构将不断调整和

优化，公司规模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铝锭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主要原材料，公司所在的河南省，多年来一直是全国铝锭

产量较高的省份之一。在公司 200公里范围内，铝锭供应商年产能超过 300万吨，优

越的地理位置减少了铝锭采购的运输费用，而且为公司采取按日持续批量采购铝锭创

造了条件，产业集聚效应为公司带来了成本优势。另外，公司收购巩电热力和燃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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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程项目也有效降低了铝加工过程中主要的电力和燃气成本，为公司产品参与市场

竞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技术和品牌优势 

公司铝板带箔的研发和生产技术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公司于 2008 年被

认定为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铝板带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此外，公司还设立

了河南省首家铝加工业院士工作站-河南省高性能铝合金板带箔生产及应用技术院士

工作站。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工作，已开发出 2 系、7 系合金板生产技

术等，独立的研发中心及持续研发能力，使公司牢牢抓住行业发展的最新热点和动向，

并促进公司铝板带箔技术研发成果的迅速产业化。2015年，公司铝合金板材已通过中

国船级社工厂认可和挪威船级社的认可，公司的铝板、铝带的生产和服务通过了武器

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有限公司获得国际铁路 ISO/TS 

22163:2017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汽车行业 IATF 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航空

航天 AS9100D 认证，DIN 6701 铁路车辆及零部件粘接体系认证，检测中心省级实验

室正在认证当中。2019年半年度，公司获得了一种新能源汽车用高韧性铝板带材及其

生产方法、一种铝合金集装箱用铝板及其生产方法、一种推锭式加热炉进锭系统等发

明专利。 

经过二十年的技术积累，公司产品得到了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公司“泰鸿”牌

商标被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标”，“泰鸿”牌铝板带被授予

“河南省名牌产品”称号。公司产品及品牌的良好口碑，为公司产品市场开拓奠定了

坚实基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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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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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廷义 

2019年 8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