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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8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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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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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润股份 股票代码 00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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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焕杰 于书敏 

办公地址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 11 号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 11 号 

电话 0535-6382740 0535-6101017 

电子信箱 hjwang@valiant-cn.com yushumin@valiant-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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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125,947.98 1,277,996,624.84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685,666.51 192,834,105.55 1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2,606,893.00 189,669,642.83 1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8,799,371.61 222,163,951.55 3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1 19.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1 19.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4.64%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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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5,393,843,662.15 5,118,306,655.28 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25,871,482.68 4,434,775,009.96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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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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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山东）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54% 186,770,000 0   

鲁银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27% 75,197,750 0 质押 72,000,000 

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8% 56,202,343 0   

烟台市供销合

作社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3% 45,754,250 0 质押 26,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轻资产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1% 38,242,564 0   

山东鲁银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9% 35,360,000 0 质押 35,360,000 

中节能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1% 20,085,066 17,004,155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 13,98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国天合稳健优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13,175,627 0   

王忠立 境内自然人 1.10% 9,994,96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节能（山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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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312.59万元，同比增加1,512.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8%；利润总额为27,113.63万元，

同比增加5,252.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0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3,068.57万元，同比增加3,785.16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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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3月26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

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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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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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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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⑤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准则，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金

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本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

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新金融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II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本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①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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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②利润表：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将“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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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凤岐  

 

 

                                                                                                             

                                                                                   二○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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