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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2019-062 

浙江海利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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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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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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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利得 股票代码 0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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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佩芬 魏静聪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马桥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 18

号 

浙江省海宁市马桥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 18

号 

电话 0573-87989886 0573-87989889 

电子信箱 lpf@halead.com wjc@halead.com、002206@hal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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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827,740.54 1,762,755,654.95 1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414,107.73 184,033,860.49 -1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9,867,540.18 180,062,547.96 -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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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035,708.67 229,989,059.08 5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4% 6.22%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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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8,189,677.10 4,809,587,884.69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40,150,384.92 2,915,181,719.13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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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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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利民 境内自然人 17.43% 213,187,500 159,890,625 质押 90,000,000 

高王伟 境内自然人 9.91% 121,210,095 90,907,571 质押 31,750,000 

高宇 境内自然人 5.87% 71,787,500 0   

浙江海利得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其他 5.23% 63,942,125 0   

万向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61,151,384 0   

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4.17% 50,952,943 0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

远望基金 

其他 2.29% 28,000,000 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106 组

合 

其他 1.31% 16,057,128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零零三

组合 

其他 1.30% 15,879,052 0   

西藏山南硅谷

天堂昌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硅谷天堂恒

昌私募基金 

其他 1.24% 15,19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高利民、高王伟、高宇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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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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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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贸易争端以及地缘政治等多方面、

多层次的结构性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因中美贸易战面临较大的压力，

作为贸易战前沿的出口型企业的公司面临了重大挑战。行业方面，PTA原材料产能高度集中，成为了聚酯

产业链中的盈利集中点，下游行业行情不佳、开工率不足。公司凭借自身车用差异化产品的优势，对内落

实精细化管理以实现降本增效，对外拓展新的市场和客户，以替补部分失去的美国市场，减轻因贸易战对

公司盈利的影响，并在公司越南产能投产之前能平稳过渡。 

报告期内，涤纶工业丝产品方面正加快越南工厂的建设，市场销售部门加强各市场开发，为投产后的

产能消化作好充分的准备，希望通过努力在明年上半年有部分产能投产；帘子布产品方面，公司第三条帘

子布生产线已投产，因贸易战美国市场帘子布的订单大幅减少，帘子布产品的销售存在较大的压力。由于

公司近年来对非美国市场及国内市场开发力度的加强，使得帘子布产品的销售在美国市场大幅减少的情况

下较上年同期略有增长。 

报告期内，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9,082.7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94%，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041.4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2.83%。 

公司将继续立足主业，坚持稳步实施差异化、高品质的发展战略，加大优势产品生产、销售、研发力

度，进一步发挥公司产业链的优势，使公司产品在技术和产品质量上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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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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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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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

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88,001,382.93 应收票据 60,476,130.62 

应收账款 527,525,252.3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13,834,207.44 应付票据 546,113,840.34 

应付账款 267,720,367.10 

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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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

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

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

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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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应收款。 

①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67,200.00 

 

-667,2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667,200.00 667,2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注] 0.00 0.00  

[注]: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已全额计提减值损失，按新金融工具准则重新列示在交易性金融资产。 

②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

按或有事项准则确认的预计负债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

损失准备（2019年1月1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7,910,454.53  -97,910,454.5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 

97,910,454.53  -97,910,454.53  

3)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

年6月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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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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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