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063                                      公司简称：皖维高新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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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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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维高新 60006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尚义 王军 

电话 0551-82189280 0551-82189294 

办公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皖维路56号 安徽省巢湖市皖维路56号 

电子信箱 shangyiwu@vip.tom.com wwgfzqb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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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6,575,001.97 9,170,972,499.77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909,588,313.72 4,607,637,160.87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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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161,335.28 318,913,754.92 139.61 

营业收入 3,091,980,852.73 2,796,860,441.20 1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6,157,386.46 88,027,222.47 10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159,335,998.25 64,038,752.74 148.81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70 1.87 增加1.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 0.046 9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 0.046 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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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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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74 591,965,118 0 质押 235,000,000 

安徽中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

安定增利 1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67 32,258,063 0 未知   

鹏华基金－招商银行－中山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93 17,851,015 0 未知   

兴业财富资产－兴业银行－合肥

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73 13,978,494 0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北京

国际信托－北京信托·轻盐丰收

理财 201501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70 13,548,386 0 未知   

兴业财富资产－兴业银行－上海

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67 12,955,463 0 未知   

郑明 境内自然

人 

0.62 11,848,369 0 未知   

鹏华基金－邮储银行－建信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58 11,200,677 0 未知   

兴业财富资产－兴业银行－兴业

财富－兴隆 97 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6 10,752,688 0 未知   

安徽省国资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2 10,0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社会公众股东的质押、冻结情况，也不知晓

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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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以来，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忧，但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增加，尤其是在中美贸

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相叠加，稳增

长、防风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报告期，面对如此的内外部环境，公司全体员工同心协力、齐抓

共管、履职尽责、多措并举，取得了公司自上市以来最好的经营业绩，圆满完成了公司董事会制

订的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到 97.17 亿元，同比增长 5.95%；实现营业

收入 30.92亿元，同比增长 10.55%；实现净利润 1.76 亿元，同比增长 100.12%；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润 1.59 亿元，同比增长 148.8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4 亿元，同比

增长 139.61%。 

具体讨论分析如下： 

1、统筹生产经营，适应市场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培育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完成公司“一体两翼”的战略布局。2019 年上半

年，公司统筹安徽、内蒙、广西三地工厂生产经营，充分发挥三地联动效应，安徽本部凭借产品

种类全、附加值高、产业链长的特点，重点生产聚乙烯醇新特品种、新材料产品及建材产品，以

适应市场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期安徽本部大部分产品的销售量和毛利率均有所提

升，实现了产销两旺；蒙维科技凭借产品规模大、成本低、质量优的特点，全力开满开足，盈利

能力大幅提升，报告期蒙维科技实现净利润 1.04 亿元，同比增长 89.55%；广维化工采取灵活的

生产方式，将生物质酒精直接投放市场，利用石油法醋酸乙烯价格较低的市场机会，加大 PVA 的

生产，获取差别化的利润，同时 VAE 乳液产品日均产量连创新高，毛利率达到 29.44%，同比上升

14.63% ，5、6 月份实现了经营性盈利，为全年减亏打下基础。 

2、持续推进“经济运行”，大力降本增效 

为落实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激发创新活力，早谋划，抓落实，采取行之

有效的措施，扎实推进，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的总要求，进一步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生产经

营效果，公司继续深入开展“经济运行”工作。一方面通过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做实“经济运

行”项目；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过程控制和效益核算，保障“经济运行”项目的质量。2019 年上半

年，公司三地共实施“经济运行”项目 80 项，产生经济效益约 1700 万元，为公司半年度目标任

务的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3、强化营销管理，不断拓宽产品销售市场 

报告期，公司营销部门围绕年度目标任务实施了一系列稳销促收的举措。一是通过加强营销

系统党建工作，强化业务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促进营销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二是通过加强业

务学习，更新业务人员的市场营销观念，夯实营销理论基础，打造出一支能力过硬的营销队伍；

三是通过市场分析、客户走访，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及终端客户需求，为公司管理层进行市场预判、

经营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四是通过“以销定产、以产促销、产销平衡”的销售理念，有效扭转

了“增收不增利”的尴尬局面。报告期公司充分利用 PVA 产能大、产业链长、品种多、质量好的

优势，积极开展三地工厂的品种协调、生产负荷协调、市场协调，取得良好地经营成果，主导产

品 PVA 均价较上年同期提高 1000 元左右；五是通过狠抓出口，充分发挥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品牌优势、质量优势，先后通过了全球可持续供应商（TFS）标准认证复审及美国食品药品高等级

认证（FDA），成功拓展了欧洲、东南亚及南美市场，广泛同中外合资企业、国际大公司合作，逐



步进入高端产品市场，报告期出口产品的种类和销量均实现稳步增长，累计实现出口创汇收入

7062.81 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628.42 万美元，增幅达 9.77%。 

4、加强项目管理，努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先后决定出资组建“合肥德瑞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投资 700万 M2/

年偏光片项目，投资新建 700 万 m2/年聚乙烯醇光学薄膜项目。两大项目的投资符合公司的长远

发展规划，可实现 PVA 光学薄膜和偏光片进口替代，壮大民族产业。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安

全环境“三同时”评审及主体厂房的建设，公司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实现项目达产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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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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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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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收账款”；将原“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所有者权益部分新增项目“专项储备”项

目。 

B、利润表 

“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调整；新增项目“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

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根据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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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在施行日按照新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

（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追溯调整。 

执行新金融工具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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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