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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9-045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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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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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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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氟多 股票代码 0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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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相举 原秋玉 

办公地址 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电话 0391-2956992 0391-2956992 

电子信箱 dfdzqb@163.com dfdzq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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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002,368.45 1,695,671,098.82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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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314,959.24 130,828,985.71 -3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410,849.02 122,289,907.50 -6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7,369,677.78 -160,167,118.91 66.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 4.57%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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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195,410.85 8,158,581,885.04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51,295,966.65 3,467,414,630.5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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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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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江 境内自然人 12.79% 87,481,960 65,611,470 质押 46,060,000 

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20,334,928 20,334,928 质押 20,334,928 

北京中证焦桐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 11,961,722 11,961,722   

赣州开发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 11,961,722 11,961,722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
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 11,961,722 11,961,722   

富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9% 8,158,000    

付小东 境内自然人 1.09% 7,484,698    

侯红军 境内自然人 1.06% 7,280,640 5,460,480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6% 6,567,968    

李凌云 境内自然人 0.85% 5,808,933 4,35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李世江与李凌云系父女关系（长

女），李世江与侯红军系翁婿关系（二女婿），李世江、侯红军、李

凌云、韩世军、李云峰系一致行动人。关于公司一致行动人的变更

说明：2019 年 1 月 14 日，侯红军签署《变更协议书》，退出《一致

行动协议》，侯红军与李世江终止一致行动关系；2019 年 1 月 14 日，

公司控股股东李世江与谷正彦、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新增谷正彦、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李世江的一致行动人。截止 2019 年 1 月 14 日，李世江的一致行

动人为：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云峰、李凌云、韩世军、

谷正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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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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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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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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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投资有所放缓，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宏观政策经济

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内氟化盐行业总体运行形势稳定，但盈利能力有所减缓。面对严峻的

经济环境和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主营业务方向，推行精益管理，并积极探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

新管理模式。将数字化、智能化与精益管理思想结合，优化生产经营要素和管理要素组合，提升管理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前

瞻性，最大限度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益。 

公司 2019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5,400.2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1.50 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6.32%。 

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科学组织氟化铝和氢氟酸生产，合理调整采购和销售策略，降本增效成效显著。公司与各子公司统筹协调，优势互补，

提升运营效率，巩固了市场份额。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电子级氢氟酸项目”开始施工。白银中天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完成氢氟酸尾气治理改造、氟化铝产品品质提升等重点技改项目，实施小改小革 34 项，安全环保体系建设逐步

升级。 

受日韩贸易摩擦影响，公司电子级氢氟酸产品迎来市场机遇。依托多年氟化工生产经验优势，公司不断完善工艺技术，

改进生产设备，研制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级纯化和两级膜过滤技术制备超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产品性能达到业界

先进水平。实现批量出口，进入韩国两大半导体公司的供应链中。以电子级氢氟酸为代表的多酸产品及甲硅烷系列产品，亮

相上海半导体国际展会，向世界展示“多氟多制造”新实力。 

六氟磷酸锂产品在重点客户开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六氟磷酸锂被国内主流电解液生产厂商广泛使用，并稳定出口韩国、

日本等国外市场，为三菱、三井、宇部、LG、Soulbrain、Panax、比亚迪、新宙邦、杉杉等一批高端优质客户的供应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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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硼酸锂，双乙二酸硼酸锂等新产品实现批量供货。 

锂电池装机总容量国内晋升前十名，三元软包锂电池全国排名上升到第二位。成本控制、毛利提升，经营指标节节攀升。

与奇瑞合作，效应不断扩展，搭载多氟多锂电池的奇瑞 eQ1“小蚂蚁”车型在 A00 级市场份额领先。 

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积极应对产业政策变化，开始研发不依赖补贴的小型电动乘用车，加快车型改款，持续推进

生产基地、检测中心等配套项目。目前，红星汽车正在为今年的红星闪闪 X2 年度款车型做升级开发，新能源轿车生产资质

升级已通过审批，并具备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资格。为符合新政要求，对产品技术参数进行调整，红星 X2 年度改款

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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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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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