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790                      证券简称：瑞尔特                     公告编号：2019-046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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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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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尔特 股票代码 00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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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雪峰 徐东慧 

办公地址 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 18 号 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 18 号 

电话 0592-6059559 0592-6059559 

电子信箱 rtplumbing@rtplumbing.com rtplumbing@rtplumb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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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646,217.72 435,940,782.06 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020,687.05 57,467,928.13 3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329,706.28 50,720,603.20 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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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658,257.03 -10,320,680.43 1,094.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2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2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3.9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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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221,239.71 1,734,216,722.32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8,684,485.82 1,535,463,798.7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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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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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远良 境内自然人 12.75% 52,224,000 39,168,000   

王兵 境内自然人 12.75% 52,224,000 39,168,000   

张剑波 境内自然人 12.75% 52,224,000 39,168,000   

邓光荣 境内自然人 12.75% 52,224,000 39,168,000   

王伊娜 境内自然人 3.00% 12,288,000 0   

庞愿 境内自然人 3.00% 12,288,000 0   

张爱华 境内自然人 3.00% 12,288,000 0   

罗金辉 境内自然人 2.63% 10,752,000 0   

谢桂琴 境内自然人 2.25% 9,216,000 0   

邓佳 境内自然人 2.25% 9,216,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罗远良先生、王兵先生、张剑波先生、邓光荣先生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书》，产生一致行动关系，并于 2015 年 6 月 21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补充协议》

替代《一致行动协议书》且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股东罗远良先生、王兵先生、张剑波先

生、邓光荣先生于 2019 年 4 月 8 日签署《关于解除一致行动的协议》，《一致行动协议书

补充协议》终止履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在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中，罗远良先生

系罗金辉之父亲、系谢桂琴女士之配偶；张剑波先生系张爱华女士之儿子；邓光荣先生系

邓佳之父亲；王兵先生系庞愿女士之配偶、系王伊娜之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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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9 年 04 月 0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4 月 0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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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9 年 04 月 0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4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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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国内卫生陶瓷制品产量同比增长10.3%；2019年1至5月，国内卫生陶瓷制品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34.5%，卫生陶瓷类商品出口微幅增长并且量价齐升。2019年上半年，公司国内主要下游客户

所属的便器类卫生陶瓷行业的发展态势，对公司销售收入构成积极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864.62万元，较上年同期43594.08万元增长18.97%；实现利润总额

9305.12万元，较上年同期6838.74万元增长36.06%；实现净利润8002.07万元，较上年同期5746.79万元

增长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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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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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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