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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4                           证券简称：元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9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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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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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力股份 股票代码 30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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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聪 林俊玉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八一路 356 号 福建省南平市八一路 356 号 

电话 0599-8558803 0599-8558803 

电子信箱 dm@yuanlicarbon.com dm@yuanlicarb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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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2018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关于 2018 年度一般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

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据此，公司 2018 年半年报中“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6,022,200.00 元，需调整到“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列报，2018 年半年报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额增加，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额减少。除

此项目外，没有其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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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17,131,039.69 922,852,874.54 922,852,874.54 -2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725,195.04 71,814,088.80 71,814,088.80 -3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1,744,193.38 69,077,137.58 69,077,137.58 -6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32,348.11 48,185,834.42 54,208,034.42 -79.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27 0.2934 0.2934 -37.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27 0.2934 0.2934 -37.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4% 11.84% 11.84% -5.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83,404,074.01 1,606,273,502.25 1,606,273,502.25 -2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5,703,019.68 643,217,824.64 643,217,824.64 5.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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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延安 境内自然人 24.79% 60,685,476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10.35% 25,326,000  质押 25,325,998 

福建三安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00% 22,023,180  质押 21,870,900 

卢元健 境内自然人 8.47% 20,746,080    

泉州市晟辉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10,134,000  质押 10,134,000 

胡育琛 境内自然人 3.69% 9,022,923    

深圳前海圆融通

达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6,830,000    

深圳聚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聚

鸣成长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0% 4,641,016    

李秋佳 境内自然人 1.66% 4,059,177    

王育贤 境内自然人 1.43% 3,507,1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卢元健与王延安为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公司系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胡育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0 股外，还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022,623 股，合计持有 9,022,923 股。 

（2）深圳前海圆融通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公司股东深圳前海圆融通达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83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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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深圳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鸣成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华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641,016 股。 

（4）公司股东李秋佳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59,177 股。 

（5）公司股东王育贤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82,091 外，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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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100 股，合计持有 3,507,191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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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未发行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活性炭业务延续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势头，业绩持续提升；硅酸钠（白炭黑）业务表现稳健，不断贡献利

润；收缩网络游戏业务规模，降低经营风险、聚焦主营优势业务。2019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 71,713.10 万元，同比减少

22.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472.52 万元，同比减少 37.72%。 

1、优化业务结构，突出优势业务。报告期内，继 2018 年 12 月出售从事页游、2D 手机游戏研发的广州创娱 100%股权

后，2019 年 5 月公司完成了从事移动网络游戏推广运营业务的广州冰鸟 100%股权的出售事宜，保留部分的移动网络游戏研

发业务。此举符合国家“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聚焦主营优势业务、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增强进一步

做大做强的发展后劲。 

2019 年 7 月南平元力受让上海新金湖 50%的股权后，持有其 60%的股权，上海新金湖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海新

金湖拥有较强的活性炭营销能力，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并购其有利于扩大公司活性炭业务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增强公司

优势业务的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 

2、积极实现活性炭的提产、扩产。充分挖掘活性炭现有生产设备的潜能，通过技改、管理优化等手段，既有的生产线

实现提产降本，提高人均生产效率。 

公司“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中的年产 1 万吨磷酸法化学炭生产线、年产 0.5 万吨药用炭生产线建成投产。基于活性

炭市场持续向好，公司研发能力进步，生产工艺不断优化，同时在技术、人员、设备方面进行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公司决定

对“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建设方案进行改建调整：前述已实施的部分保持不变，未实施部分重新进行设计和规划，变更

为“南平工业园区活性炭建设项目”。公司以该项目作为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之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受

理。 

3、硅酸钠在满足 EWS 需求的基础上，适当的将富余的固体水玻璃进行外售提升整体经营效益。 

4、完善活性炭营销队伍，建立了市场研究团队，收集并分析市场信息及动态的能力增强，为新领域、新市场的开拓提

供信息支持；同时在立足于传统应用领域的基础上，持续加大力度开发储能、载体等高端应用领域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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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创新”力度不断加大。围绕生产工艺优化，在活性炭生产设备的连续化、清洁化、自动化方面进行多项改进，

实现节能降耗、产能提升，同时安全环保水平持续改善；新产品开发持续推进，立项、定性多款差异程度高、附加值高、专

用型强的高端活性炭品种；拓展活性炭应用领域创新，建立应用模拟实验室，为应用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储备技术基础。 

为进一步增强研发实力，公司决定实施“活性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以该项目作为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之一，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已获受理。 

6、集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化管理覆盖范围扩大，实施智能仓储建设，深挖 ERP 各模块应用；导入流程梳理、

优化岗位配置，提升管理效率与生产效率。 

7、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技改投入、培训、管理、宣传、演练等各种方式，安全、环保目标完成情况良好。 

8、持续改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强梯队建设，注重引进高素质年轻后备人才；加大力度提升团队的综合素质，

除组织内部培训外还选送人员参加技能、技术、管理等专业职能培训；提升企业文化建设水平，增强员工尤其是新进人才的

归属感，树立团队协作意识。报告期内，南平元力被南平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公司通过各项工作，不断完善人才队

伍、优化员工关系，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9、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投资者的沟通联系，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发展情况，举办

了 2018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和参加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举办的“福建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通过网络与

广大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保障股东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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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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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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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平元力活性炭有限公司完成将其持有的元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全部 70%

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元忱（上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2019 年 5 月 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原力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设立厦门原力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原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完成全资子公司广州冰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广州冰鸟

及其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文显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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