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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9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4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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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墙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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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占省 何嘉雄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科技产业园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科技产业园 

电话 0752-6113907 0752-6113907 

电子信箱 public@redwall.com.cn public@redwal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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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170,476.32 481,189,564.48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876,987.69 43,630,615.12 3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555,044.13 41,510,980.05 1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57,143.22 -1,204,847.97 -527.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36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37 3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4.4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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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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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351,317.05 1,420,407,315.31 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6,335,629.96 1,035,833,258.97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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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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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连军 境内自然人 47.86% 57,433,050 57,433,050 质押 7,190,000 

广东省科技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7% 12,078,249 0   

珠海市富海

灿阳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9% 3,346,000 0   

吴尚立 境内自然人 1.53% 1,832,900 1,374,675   

张晓东 境内自然人 0.54% 643,000 0   

彭勇 境内自然人 0.35% 421,950 0   

徐克怀 境内自然人 0.33% 400,300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长盛高端

装备制造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3% 390,000 0   

何元杰 境内自然人 0.31% 367,500 275,625   

吴春青 境内自然人 0.26% 307,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徐克怀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9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9,400 

股，合计持有 400,300 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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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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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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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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专注于混凝土外加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并始终秉承“一切以服务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多年来深

耕目标市场，积累了一批优质客户，也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0,170,476.32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0.2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76,987.6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9,555,044.1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38%。 

（一）主营业务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混凝土外加剂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30,618,946.8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48%。同时，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逐步降低了水泥经销业务规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水泥经销收入49,304,032.8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2.55%。 

（二）全国市场布局逐现效果 

公司成立以来，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二广一闽（广东、广西、福建），二广一闽的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近90%。近几

年公司通过设立四川红墙、陕西红墙、贵州红墙等全资子公司，在西南地区、华东地区、华北地区组建销售团队，布局现有

优势地区以外的其他主要混凝土外加剂市场。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西南地区实现营收54,307,839.57元；华东地区实现营

收42,879,043.88元；华北地区实现营收24,546,767.25元。随着全国市场布局的不断深入，新开拓市场业绩贡献将逐步显现。 

（三）研发中心项目建设 

公司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项目主体已基本落成，研发中心项目的建成使公司研发硬实力得到较大提升，对研

发人才吸纳及培养均起到积极作用。同时，研发中心的建成，进一步提高公司新产品设计、研发能力，有利于公司通过提高

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成本，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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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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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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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

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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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衔接规定，公司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不需要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

利润产生影响。 

  二、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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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公司将对财务报表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3.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4.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5.在“投资收益”下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进行单独列示。 

 6.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 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财务报表格式变更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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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