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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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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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 600768 宁波华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会兵 岳峰 

电话 0574-87410500 0574-87410501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66号富邦

广场B座15楼 

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66号富邦

广场B座15楼 

电子信箱 fbjy@600768.com.cn yuef60076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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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325,070.45 646,283,372.45 -3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7,312,830.72 105,271,384.65 1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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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372.91 -37,282,225.33   

营业收入 307,271,037.22 364,761,113.54 -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1,708,093.02 -3,115,28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020,120.76 -7,698,191.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1.05 -2.33 增加73.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10 -0.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10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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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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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25 49,820,082 0 无   

王文霞 境内自

然人 

3.75 5,010,629 0 未知   

龚建强 境内自

然人 

2.69 3,600,000 0 未知   

周宇光 境内自

然人 

1.55 2,075,500 0 未知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1.32 1,771,802 0 未知   

周爽     境内自

然人 

0.98 1,309,400 0 未知   

梁旋 境内自

然人 

0.98 1,308,200 0 未知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未知 0.82 1,102,857 0 未知   

周嘉晟 境内自

然人 

0.81 1,090,000 0 未知   

周志平 境内自

然人 

0.79 1,062,7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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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累计完成主要产品产量 10,921 吨（其中富邦铝材 1-4 月完成铝板带材产量

8,398 吨），同比减少 37.74%。上半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30,727 万元（其中富邦铝材 1-4 月实现

营业收入 12,189 万元），同比下降 15.76%。上述指标的波动主要系富邦铝材自 5 月起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范围。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基本完成，相关资产转让收益得到

确认；同时公司剥离亏损资产有效降低了公司资产负债率，期间财务费用大幅下降。因此公司上

半年实现净利润 12,170.81 万元，与去年同期亏损 311.53 万元相比实现了扭亏增盈。  

今年以来，公司在推进完成公司重大资产剥离事项的基础上，不断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持续

优化内部管理，以提升现有业务的核心竞争能力。铝型材公司针对设备老化的现状，切实抓好对

设备的精益维护和降本增效，同时加大投入推进新品研发力度，对现有销售网点定期进行回访，

并尝试利用网络平台扩大销售渠道拓展市场。贸易公司则在去年走访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上游供货渠道，深耕下游客户市场，做好目标客户的管理，在控风险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持续经营

能力。同时各企业还不断优化内部结构，通过进一步提升企业运营体系的建设，提高对一线业务

的支持能力，力求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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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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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8日召开八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八届

监事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

公司将原列入“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47,310,592.89 元转列至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财 会【2017】7 号)、《企业

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 移》(财会【2017】8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 会计》(财会【2017】

9 号)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 14 号)，并要求境内

上市公司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公

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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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的要求，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

并变更相关的会计政策。 

47,310,592.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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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本公司对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修改。 

 详见如下“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

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原列报报表

项目及金额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 

新列报报表

项目及金额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61,910,084.14 25,863,607.05 应收票据  38,958,593.58   3,682,877.11  

应收账款 22,951,490.56  22,180,729.94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116,507,121.43 9,678,015.64 应付票据 111,291,679.64   8,291,679.64  

应付账款  5,215,441.79   1,386,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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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