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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0                           证券简称：海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2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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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达股份 股票代码 3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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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蕴新 周萍虹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云顾路 585 号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云顾路 585 号 

电话 0510-86900687 0510-86900687 

电子信箱 haida@haida.cn haida@haida.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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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285,101.23 1,036,044,114.97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699,490.88 91,792,650.92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1,072,071.41 90,422,795.14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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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253,646.35 -71,674,178.37 200.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92 0.1671 1.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2 0.1671 1.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1% 8.0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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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576,669.30 2,650,817,932.88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6,852,881.44 1,498,941,457.71 4.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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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胡寿 境内自然人 17.27% 103,832,867 0   

钱振宇 境内自然人 7.37% 44,322,901 33,242,176   

钱燕韵 境内自然人 5.28% 31,759,200 23,819,400   

孙民华 境内自然人 4.48% 26,920,000 0   

王君恺 境内自然人 4.39% 26,370,000 0   

江阴毅达高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 19,313,304 19,313,304   

江阴毅达高新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9,656,652 9,656,652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九泰锐

益定增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3% 8,583,691 8,583,691   

虞文彪 境内自然人 1.36% 8,154,496 7,944,496   

邱建平 境内自然人 1.32% 7,951,204 7,951,2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钱胡寿、钱振宇父子二人，钱燕韵是钱胡寿和钱振

宇的一致行动人；2、江阴毅达高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江阴毅达高新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受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制；3、除上

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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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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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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03,828.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22%，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为10,169.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79%。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度经营总体计划，积极应对多变的市场形势，稳步经营，聚焦主业，注重差异化策略，巩固提升

市场占有率，维护好优质客户资源，公司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度同期基本持平。 

    轨道交通领域业务收入基本持平，其中盾构隧道止水密封产品小幅增长，新中标、在手订单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汽车领

域：受国际国内大环境、贸易战、汽车行业的周期性波动等因素影响，汽车用铝制品销量下降，汽车天窗密封条略有下降，

而由于整车密封条、车辆减振部件的多个新项目逐步量产，整车密封条和车辆减振部件的销量正呈较好增长趋势。 建筑领

域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1.20%，主要是公司前期布局的家装市场业务增量较好。受国际国内大环境、贸易战等影响，航运领

域产品、太阳能用新型压块组件业务也受到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性现金净流入近7225万元，较去年同期明显改善，公司应收票据贴现规模减少，致使公司的财务

费用下降近360万元；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得到改善，报告期内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74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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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修订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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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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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

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公司原

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核算的项目根据资产性质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变动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在报表项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列报,具体影响见附注五、8“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利润表“减：资产减

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公司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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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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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原“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本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的列报项目主要影响如

下：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62,743,309.91 -- -762,743,309.91 

应收票据 -- 297,177,938.06 297,177,938.06 

应收账款 -- 907,409,941.67 907,409,941.6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43,527,916.97 - -443,527,916.97 

应付票据 -- 176,824,511.22 176,824,511.22 

应付账款 -- 476,112,303.51 476,112,303.51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2018年末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8年度的净利润等未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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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半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增加2户:武汉海达汽车密封件有限公司和宁波科诺铝业有限公司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振宇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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