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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新金路           股票代码：000510          公告编号：定 2019-03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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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剑锋 董事 因公出差 彭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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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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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金路 股票代码 0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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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晓勤 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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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733 号银

鑫·五洲广场一期 21 栋 22-23 层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733 号银

鑫·五洲广场一期 21 栋 22-23 层 

电话 0838-2207936 0838-2301092 

电子信箱 hxq199@163.com lrong1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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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714,983.14 994,000,341.53 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551,288.47 73,382,238.79 -3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7,397,461.67 72,153,006.56 -3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67,703.24 68,323,664.3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8 0.1205 -37.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8 0.1205 -3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8.25%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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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957,126.17 1,484,471,994.88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7,937,919.19 931,442,204.65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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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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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江东 境内自然人 13.05% 79,528,418 59,646,313 质押 79,520,000 

深圳首控国际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6% 49,078,365    

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54% 21,556,124    

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6% 12,560,365  冻结 11,000,000 

华创证券－证券行业支持

民企发展系列之华创证券

1 号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支持民企发展 

其他 2.00% 12,180,000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7,798,809    

刘效敏 境内自然人 0.73% 4,441,320    

黄鑫 境内自然人 0.70% 4,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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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树春 境内自然人 0.61% 3,738,800    

张天玉 境内自然人 0.42% 2,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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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刘效敏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67,9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73,42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441,320 股。 

公司股东张天玉通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2,3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0,000 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2,5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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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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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部市场环境影响，氯碱行业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公司主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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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碱市场销售价格下滑明显，盈利能力减弱,受原材料市场和主产品终端消费市场制约，公司

盈利水平呈现下降趋势，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公司经营层带领全体干部员工通过

“强管理、增效益、保安环”等系列措施，保障了公司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32,714,983.14 元，同比增长 13.9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5,551,288.47元，同比下降 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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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与上海御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金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成

都金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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