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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5                            证券简称：川金诺                            公告编号：2019-052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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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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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金诺 股票代码 3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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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晨 宋晨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商
务大厦 A 座 10 楼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商
务大厦 A 座 10 楼 

电话 0871-67436102 0871-67436102 

电子信箱 cjncc61@163.com cjncc61@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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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21,954,088.34 418,939,805.26 2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405,968.44 27,089,035.25 3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33,278,476.13 20,769,885.79 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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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548.81 -1,997,824.40 -90.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04 0.2902 24.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04 0.2902 2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 4.0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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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126,440.18 1,041,739,090.04 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9,359,053.56 719,169,232.34 23.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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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甍 境内自然人 41.16% 41,373,164 31,029,873 质押 2,770,000 

魏家贵 境内自然人 3.97% 3,991,425 3,286,069   

刘明义 境内自然人 3.42% 3,442,548 2,581,911 质押 1,825,637 

共青城胜恒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颐和精选

定增私募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8% 3,396,928 3,396,928   

上海含德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含

德盛世 3 号定

增投资私募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2% 2,838,529 2,838,529   

唐加普 境内自然人 2.66% 2,674,472 2,112,472 质押 815,000 

訾洪云 境内自然人 1.63% 1,643,321 1,643,034   

刘和明 境内自然人 1.52% 1,530,665 930,665   

陈泽明 境内自然人 1.05% 1,059,505 0   

陈启智 境内自然人 0.85% 853,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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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成功登陆创业板上市，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报告期公司首次募投项

目竣工投产。报告期，公司所属的磷化工行业特别是细分饲料添加剂及肥料行业持续低迷，公司全体

员工 在管理团队的带领下进一步挖掘内部潜力、狠抓管理、开拓市场，以应对市场变化带来的经营

风险，公司快速的适应市场的 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生产结构，加大了盈利能力较强产品的产销数量，

积极主动的抵抗市场变动风险，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公司销售收入及合并净利润都得到了增长，

同时公司进一步规范内部控制管理，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一、首次募投项目竣工投产  

   2016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进一步优化现有生产装置，为募投项目建设完工投产后能与

现有生产设施更好的衔接打好基础。报告期募投项目已进入正试生产，部分技术改造项目已完工，其

余技改项目至报告期末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建设。  

二、主营业务产品产销情况  

    报告期公司持续对生产装置及生产工艺进行改进，进一步加强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重要

的共用中间产品稀磷酸的生产能力，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公司柔性生产的技术特点，在中间产品

稀磷酸产量一定的情况下，加大市场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产品生产，保证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销

售团队积极进一步进行市场开拓，饲料级钙盐方面：在维护好老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国内新客户，

并积极开发海外客户，推动公司饲料级钙盐的出口；肥料方面：进一步开发国际客户；销售区域及销

售客户的不断扩大使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公司产销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公司主要产品

产销量得到了较大的增长，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4.59%，使公司在市场低迷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实现了净利润的增长。  

 三、各项财务指标稳定良好  

     报告期公司各项财务指标依旧保持稳定，公司偿债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良好，报告期公

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30.7%，基本每股收益为0.3604元、较上年同期的0.2902元增加0.0702元。  

四、完善公司治理、促进规范运作  

   公司已建立了一套与现有业务和规模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公司上市以来，按照上市公司规

范运行具体要求， 进一步积极推进内控建设，规范“三会”运行，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投资

者关系等工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强 化内部控制，狠抓经营规范管理，全面推进组织架构及管

理流程优化等工作，努力提升企业管理绩效。并通过互动易平台、 投资者来电接听等多方式，畅通

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交流的渠道，增强公司运作透明度，维护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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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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称新金融准则），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

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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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本公司已经根

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负

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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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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