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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1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9-56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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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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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晟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朱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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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美丰 股票代码 0007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东 

办公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蓥华南路一段 10 号 

电话 0838-2304235 

电子信箱 mfzqb@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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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715,132.00 1,194,478,975.41 2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489,365.26 122,702,862.11 -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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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1,256,702.92 122,418,181.01 -4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941,699.70 179,063,127.33 -25.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73 0.2074 -4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73 0.2074 -4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4.61%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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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7,794,483.93 4,149,081,899.51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80,574,932.84 2,799,287,599.03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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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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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8% 72,053,552 0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45% 26,325,360 0 质押 13,160,000 

成都世禾置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人 
4.26% 25,195,247 0   

谢碧祥 境内自然人 3.64% 21,543,203 0   

周汉知 境内自然人 2.83% 16,739,013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恒盈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3% 9,635,148 0   

北京德盛华瑞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52% 9,000,01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

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7% 6,912,433 0   

郭锴曦 境外自然人 0.95% 5,600,000 0   

杨松丽 境外自然人 0.84% 4,9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谢碧祥持有公司股份 21,543,203 股，均为通过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股东郭锴曦持有公司股份 5,600,000 股，均为通过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股东杨松丽持有公司股份 4,970,000 股，均为通过东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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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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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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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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方针、思路和重点，紧盯年度目标任务，

努力克服产品价格下滑、原辅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齐心协力，攻坚克难，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保持了生

产经营安全平稳，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的良好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生产尿素21.91万吨（同比增长13.52%）、车用尿素6.57万吨（同比增长30.88%）、复合肥15.45

万吨（同比增长9.96%）、三聚氰胺2.53万吨（同比增长5.86%）、液态硝铵12.18万吨（同比增长4.28%）、包装塑料制品0.41

万吨（同比增长17.14%）、LNG8.75万吨（同比增长273.93%）。销售尿素20.41万吨（同比增长19.85%）、车用尿素6.33万

吨（同比增长32.98%）、三聚氰胺2.53万吨（同比增长4.12%）、复合肥14.84万吨（同比下降13.87%）、硝酸硝铵8.87万吨

（同比增长20.52%）、包装塑料制品0.46万吨（同比增长17.95%）、LNG8.63万吨（同比增长268.8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6,715,132.00元，同比增长26.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489,365.26

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0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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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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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4 项

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

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告编号：

2019-43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印发《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8月16日，公司第九届董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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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9-54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9年1-6月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上期数进行追溯调整，

该项变更不影响资产总额、净资产、净利润，追溯调整比较报表列示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调整前报表项目及金额 调整后报表项目及金额 

项   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项   目 合并数 母公司数 

期初资产负债表：     期初资产负债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903,860.36 5,613,760.3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903,860.36 5,613,760.3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9,529,742.51 26,257,568.53 应收票据 72,062,502.43 11,006,580.97 

应收账款 47,467,240.08 15,250,987.5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8,675,784.24 57,958,146.75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48,675,784.24 57,958,1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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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