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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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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泰股份 6003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英祥 李华伟 

电话 0546-7798799 0546-7798799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电子信箱 htjtzq@163.com dydw1001@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564,300,278.17 14,072,870,309.59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62,503,319.83 7,677,803,738.38 1.1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5,851,159.87 730,432,955.72 43.18 

营业收入 6,546,612,736.44 7,421,285,035.43 -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684,604.59 371,569,736.14 -2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508,772.99 357,722,176.72 -29.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2 5.068 减少1.57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4 0.318 -26.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4 0.318 -26.3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1,2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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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64 416,155,302 0 质押 18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36 4,171,200 0 未知   

UBS   AG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34 3,930,519 0 未知   

曾广生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33 3,839,747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

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8 3,295,200 0 未知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

易所）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5 2,962,092 0 未知   

陈华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3 2,731,800 0 未知   

徐大方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2 2,532,886 0 未知   

陆建华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1 2,454,7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

境内非

国有法

0.21 2,404,058 0 未知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 9名股东无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关系无法确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效益提高、管理提升”为指导思想，全面贯彻

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深化机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公司造纸产业转调创步伐，积极

调整原料结构和产品结构，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实现了造纸产业的合理布局；报告期内，

公司生产经营全面保持稳健运行。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47亿元，同比下降 11.79%，实现利润总额 3.44亿元，

同比下降 30.8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亿元，同比下降 26.34%。 

(一) 主营业务分析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546,612,736.44 7,421,285,035.43 -11.79 

营业成本 5,762,382,851.18 6,276,822,457.21 -8.20 

销售费用 149,671,749.78 241,561,323.82 -38.04 

管理费用 150,445,109.64 231,083,380.39 -34.90 

财务费用 91,845,997.89 102,975,253.18 -10.81 

研发费用 36,007,412.13 56,721,806.98 -3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5,851,159.87 730,432,955.72 43.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3,530,134.40 -387,806,691.49 -96.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76,715.14 -881,128,059.27 96.69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运费及液氯处置费下降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人工费及折旧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新产品研发费用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货款及上交的税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工程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期归还银行借款较多所致 

 

(二)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货币资金 1,987,446,190.78 13.65 1,497,444,916.57 10.64 32.72 

其他流动资产 130,003,431.60 0.89 75,675,045.00 0.54 71.79 

在建工程 2,308,455,360.30 15.85 1,037,641,289.22 7.37 122.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1,218,997.98 1.59 173,493,988.77 1.23 33.27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066,940,000.00 7.33 463,754,133.88 3.30 130.07 

长期借款 274,058,363.31 1.88 1,027,268,363.35 7.30 -73.32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870,513.37 0.16 11,058,878.23 0.08 106.81 

 

其他说明 

货币资金：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系本期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主要系本期浆纸搬迁升级改造项目支出增加及安徽华泰设备改造项目固定资产转入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系本期预付的项目、设备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长期借款：主要系本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价值 500 万元以下固定资产一次性税

前扣除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所致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648,340,787.71 定期存款、开具应付票据、信用证的保证金等 

应收票据 421,911,271.02 作为开具应付票据的质押物 

固定资产 1,124,676,337.14 作为银行借款的抵押物 

合计 2,194,928,395.87   

 

(三)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子公司全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东营华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 40,594.18 化工产品 439,279.81 293,366.03 15,529.89 

东营亚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 2,000.00 污水处理 8,419.40 1,892.31 470.80 

东营市大王福利卫生纸厂 造纸 733.00 卫生纸 2,548.81 1,430.10 -56.27 

东营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7761.60 纸 49,450.37 38,823.18 -1,072.21 

东营华泰清河实业有限公司 造纸 30,000.00 纸 38,110.19 17,464.85 1,821.75 

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5,000.00 纸 168,972.10 49,783.49 7,646.31 

安徽华泰林浆纸有限公司 造纸 90,189.41 纸浆 188,790.51 38,312.30 -10,737.43 

东营华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 1,000.00 汽 6,435.90 951.90 70.00 

广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32,000.00 纸 61,216.69 40,313.60 954.78 

河北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造纸 149,169.54 纸 160,222.98 75,900.28 -2,680.88 

山东斯道拉恩索华泰纸业有

限公司 
造纸 5560 万美元 纸 56,793.90 18,328.35 -2,806.00 

山东华泰英特罗斯化工有限

公司 
化工 10,500.00 化工产品 18,927.10 14,843.51 1,909.84 

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全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公司按持股比

例享有净利润 

占公司净利润

的比例（%） 

东营华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00,781.61 34,148.91 15,529.89 15,529.89 56.74 

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84,180.26 16,505.84 7,646.31 7,646.31 27.94 

安徽华泰林浆纸有限公司 93,747.14 -10,279.94 -10,737.43 -9,126.81 -33.35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