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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4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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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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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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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蒙 杨婉秋 

办公地址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电话 0756-3383338、6887888 0756-3383338、6887888 

电子信箱 lt@letongink.com lt@letongi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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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21,991.75 243,284,986.00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00,581.88 3,615,398.15 -33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960,473.76 3,344,479.27 -36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19,020.30 32,671,517.57 -6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180 -3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180 -3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0.7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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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956,883.34 957,886,287.66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4,109,666.51 432,770,588.7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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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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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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大晟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0% 51,999,959 0 质押 
51,990,00

0 

吴建龙 境内自然人 2.37% 4,733,100 0   

徐海仙 境内自然人 2.30% 4,609,714 0   

张洁 境内自然人 1.73% 3,469,997 0   

吴建新 境内自然人 1.61% 3,220,800 0   

许梓峰 境内自然人 1.39% 2,786,81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2% 2,436,400 0   

董芳 境内自然人 1.12% 2,244,148 0 质押 2,240,000 

施建群 境内自然人 0.81% 1,620,675 0   

朱莉红 境内自然人 0.70% 1,399,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前 10名股东中，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 9名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的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吴建龙共持有公司股份 4,733,100股，其中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4,733,100股；徐海仙共持有 4,609,714股，其中通过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2,806 股；吴建新共持有

3,220,800 股，其中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20,800 股；许梓峰共持有 2,786,810 股，其中通过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91,810股；施建群共持有 1,620,675股，其中通过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20,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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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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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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主动掌握市场发展趋势，积极应对市场挑战与困难，调整发展战

略，加快推进产业布局，优化资源整合，保持油墨制造业务与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的稳健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421,991.75元，同比去年减少8.58%；实现营业利润-6,651,662.31元，同比去年减少

23.80%；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00,581.88元，同比下降337.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息费用增加以

及互联网业务的销售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从收入结构上来看，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营销业务收入36,520,685.32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16.42%；油墨化工业务

收入182,802,448.93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82.19%。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油墨制造业务 

面对宏观经济波动，油墨行业景气度下滑，原材料成本上涨，利润空间压缩、环保政策趋严的严峻形势，公司加强了市

场营销、技术研发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市场营销方面，公司结合市场发展趋势，积极调整营销策略，通过优化营销团队

结构，客户服务升级，积极开发新客户，研究新产品，加快资金回笼，努力维持公司油墨业务量持平；技术研发方面，公司

技术研发团队根据目前市场发展动向、环保政策要求及客户需求反馈，调整配方，优化产品性能、进行技术改良，并积极研

发水性、UV等油墨新产品，以顺应市场需求，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市场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公司继续贯彻开源节流

的管理策略，通过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合理规划资金需求，升级绩效考核、精简人员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控制企业经营成本，

达到降本节耗，保证公司稳健经营。 

2、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 

2019年上半年度北京轩翔思悦收入较 2018年同期下降 39.02%，主要情况如下： 

从整个互联网广告市场来讲，2019 年中美经贸纠纷还在继续，整体经济基本面的悲观情绪导致各知名企业纷纷缩减了

2019年度的广告费用预算，相关监测指数显示，互联网品牌广告预算同比去年上半年减少。 

北京轩翔思悦的收入由联盟广告和品牌广告业务收入两部分构成。近年来，联盟的广告业务不断受到了今日头条、抖音、

快手等新媒体沉浸式广告形式的冲击，进而联盟类广告收入呈现出大幅度下降的趋势。2018年上半年北京轩翔思悦 52.15%

的广告收入来自联盟广告，其余 47.85%的收入来自品牌广告业务。而 2019年上半年联盟广告的比例下降至 31.19%，同时品

牌广告业务收入也略有下降。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整合技术积累与媒体资源，在新的广告形式上做出改进和延展并推向市场，

争取在未来的互联网广告市场上占据先机。 

3、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于2018年9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武汉中科信维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日，公司与交易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本次交易

的前次交易是武汉中科信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 Precision Capital Pte.Ltd（以下简称“PCPL”）100%

的股权并对PCPL增资。 

 截至目前，PCPL股权已交割但未进行增资，前次交易尚未最终完成。公司将继续跟进前次交易情况，在前次交易完成

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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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特点，依据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制定了具体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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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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宇斌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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