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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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洛阳玻璃 600876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洛阳玻璃股份 0110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知新 赵志明 

电话 86-379-63908588、63908637 86-379-63908833 

办公地址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

中路9号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

中路9号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子信箱 lywzhx@126.com lybl600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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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5,723,715.96 4,504,181,920.36 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260,847,680.67 1,245,216,484.61 1.26 



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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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53,706.23 -75,340,564.2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59,386,141.43 702,362,390.74 2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631,196.06 21,977,671.03 -2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60,458.41 3,027,972.41 -144.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5 1.83 减少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79 0.0395 -29.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79 0.0395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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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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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

人 

44.43 248,730,699 0 未知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0.56 115,115,830 10,097,588 质押 41,000,000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2.75 71,365,976 71,365,976 无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4 7,508,991 7,508,991 无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4 6,377,490 6,377,490 无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

司 

国有法

人 

0.54 3,029,276 0 无   

宜兴环保科技创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34 1,877,247 1,877,247 无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19 1,065,338 1,065,338 无   



王进南 境内自

然人 

0.17 952,750 0 未知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13 708,610 708,61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与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华

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也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的股份数为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所持有。 

2、2019 年 7 月 18 日，股东洛玻集团向凯盛集团质押股份 16,557,915 股，本次质押后，洛

玻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57,557,91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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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定落实“保增长、重优化、抓改革、强党建”的工作方针，狠抓“稳

价、降本、保量、压减、优化”各项管理措施，生产经营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龙海玻璃生产线技改项目竣工投产。龙海玻璃信息显示超薄基板生产线于 2019 年 4月 28 日

顺利实现点火投产，本次技术改造主要从智能化、绿色工业化和工艺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升级改造，

使得该生产线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再上新台阶。 

桐城新能源太阳能原片玻璃生产线技改项目完工。桐城新能源太阳能原片玻璃生产线经过三

个月的升级改造，于 2019 年 6月 20 日顺利点火投产。本次技术改造对原片生产线的生产能力、

技术性能等进行了优化和提升，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结构，降低能耗水平及产品成本。 

濮阳光材超白光热材料项目持续推进。濮阳超白光热材料项目厂房及附属设施的基础施工目

前已基本完工，关键设备安装已完成 70%，有望于年内实现点火试生产。 

报告期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本公司以高质



量发展为引领，全力推进各业务板块调整优化，加快新产品研发，持续开展“增节降”活动。截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859,386,141.43 元，同比增加 22.36%；实

现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23,530,401.98元，同比减少 37.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15,631,196.06元，同比减少28.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0.02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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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租赁 

2018年 12月 7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进行了修订，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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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新租赁准则，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应用简

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本次公司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新增了“使用权资

产”和“租赁负债”项目。使用权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成本模式对使用权资产

进行后续计量，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有关折旧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

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确认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

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租赁负债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

行初始计量，承租人应当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

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首次执行日之前租赁资产属于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或将于 12 个月内完成的经营

租赁，采用简化处理，未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新租赁的实施未对本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2、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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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财务报表格式”），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新增“使用权资产”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

公司持有的使用权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新增“租赁负债”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尚未支

付的租赁付款额的期末账面价值。 

（3）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填列）”；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填列）”。 

（4）投资收益下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公司因转让等

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采用新财务报表格式仅对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的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公

司根据新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调整上述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

行相应调整。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9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

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 6月 10 日起施行，对于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于 2019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规定了 

确认换入资产和终止确认换出资产的时点，以及当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

点不一致时的会计处理原则；细化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增加了有关披露要求。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实施未对本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4、债务重组  

财政部于 2019年 5 月 16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

称“新债务重组准则”），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对于 2019 年 1月 1日之前

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于 2019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要

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订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修订了债务重组的会计处

理；简化了债务重组的披露要求。 

新债务重组准则的实施未对本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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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张冲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