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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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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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里股份 60084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晶 田翔宇 

电话 02385532408 02385532408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创业路26号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创业路26号 

电子信箱 cqwanli2010@126.com cqwanli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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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778,983.84 759,103,907.53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5,308,843.36 682,018,203.92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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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1,780.69 18,831,341.47 -184.71 

营业收入 248,621,011.58 262,017,873.23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09,360.56 2,512,031.94 -36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8,069.80 1,962,710.88 -487.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86 0.3672 减少1.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8 0.0164 -36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8 0.0164 -3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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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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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家天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8 16,367,812 0 无 0 

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7 10,072,158 0 质押 10,072,158 

珠海由水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8 7,640,069 0 无 0 

北京华居天下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1 7,380,538 0 无 0 

重庆机电控股（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3.48 5,336,948 0 无 0 

张志东 境内自然人 3.37 5,162,800 0 无   

北京美立方商贸

有限公司                                                                                                             
未知 

2.99 4,587,300 0 无 0 

刘超                                                                                                                               境内自然人 2.70 4,135,000 0 无 0 

高天雨                                                                                                                             境内自然人 2.63 4,030,200 0 无 0 

齐善乐                                                                                                                             境内自然人 2.61 4,007,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家天下与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同

受莫天全先生控制；南方同正于 2018 年 7 月 19日与家天

下签署《投票权委托协议》，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0,072,158

股股份的投票权委托给家天下行使，成为一致行动人。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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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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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公司销售电池 105.45 万只，相比上年同期（104.42 万只）略有增长，但由于产品

售价的下跌，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5.11%；加之毛利率有所下降，公司本期净利润为

-670.94 万元。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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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21,011.58 262,017,873.23 -5.11 

营业成本 221,689,361.84 225,530,020.71 -1.70 

销售费用 12,543,134.21 8,185,354.90 53.24 

管理费用 8,810,754.81 8,195,843.73 7.50 

财务费用 485,087.03 4,289,540.29 -88.69 

研发费用 921,121.24 877,670.38 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51,780.69 18,831,341.47 -184.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6,900.45 -15,527,532.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3,000.0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售价的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原材料成本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产品维修费及运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中介机构服务费及薪酬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基本与上年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减少本期银行承兑贴现及上年同期减库存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设备工程款较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没有借款还款所致 

 

3.1.2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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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5,233.71 1.33 10,398,666.21 1.23 -8.11   



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

款 

125,210,033.55 17.42 95,121,285.09 11.28 31.63 

主要是应收

票据增加 

存货 95,576,684.71 13.30 118,958,128.43 14.10 -19.66   

其他应收

款 
164,423,540.18 22.88 1,945,064.75 0.23 8,353.37 

见半年报中

重大关联交

易的有关说

明 

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

款 

13,588,462.88 1.89 28,320,423.05 3.36 -52.02 

支付材料款

及设备款所

致 

其他应付

款 
6,435,871.42 0.90 105,800,368.66 12.54 -93.92 

见半年报中

重大关联交

易的有关说

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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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它境内

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根据实施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会计政

策，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 2019 年一季报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告披露，

不重述 2018 年比较期间数据，不存在需要整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情况。 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

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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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