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113                                公司简称：华鼎股份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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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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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鼎股份 601113 华鼎锦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方波 莫顺学 

电话 0579-85261479 0579-85261479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

路751号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

路751号 

电子信箱 zq@hdnylon.com zq@hdnyl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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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585,352,590.69 9,645,697,001.43 9,645,697,001.43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055,084,983.42 5,706,057,100.30 5,706,057,100.30 6.1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532,685.22 96,737,217.17 96,737,217.17 -138.80 

营业收入 3,683,555,905.89 2,478,360,663.77 2,478,360,663.77 4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7,656,636.42 128,933,382.48 128,933,382.48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5,697,510.71 122,519,038.98 122,519,038.98 -21.8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2 2.79 2.79 减少0.67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13 0.13 -15.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 0.13 0.13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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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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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06 314,291,900 0 质押 277,640,000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53 87,440,000 0 无   

邹春元 境内自

然人 

6.50 75,478,879 75,478,879 质押 65,520,000 

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26 72,721,260 72,721,260 质押 40,000,000 

义乌市创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77 67,000,000 0 质押 67,000,000 

廖新辉 境内自

然人 

4.99 57,946,078 57,946,078 质押 48,550,000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越骏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0 40,708,039 40,708,039 无   



蒋晓玲 境内自

然人 

2.24 25,962,900 0 未知   

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7 24,000,000 0 未知   

叶飞虹 境内自

然人 

2.03 23,638,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王俊元、叶飞虹、蒋晓玲互为一致行动人。邹春元、廖

新辉、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互为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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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公司经营发展任务，公司上下齐心

协力、攻坚克难，扎实稳妥地推进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84亿元，同比增长 48.63%，利润总额 16,303.34万元，同

比增长 6.62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2,765.66 万元，同比减少 0.99%。实现每股收益 0.11

元。其中： 

民用锦纶长丝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3.18 亿元，同比减少 15.14%；利润 3,553.82 万元，

同比减少 41.78%；净利润 2,734.29万元，同比减少 45.82 %。 

跨境电商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3.06 亿元，同比增长 168.91%；利润 12,453.07 万元，同

比增长 39.11%；净利润 10,273.04万元，同比增长 30.55%。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丰富产品结构，提升运营效率 

民用锦纶长丝业务板块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丰富产品多元化结构，在保持传统

优势产品稳定发展的前提下，积极整合资源，拓展新产品市场，重点加强了色丝、空包纱和锦纶

仿棉纱业务的生产和销售投入力度，以满足国内外不断增长的产品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同时根据

公司实际情况，制订新的绩效考核办法，建立和完善员工薪酬体系，加强队伍建设，打造高绩效、

强团队管理能力的高素质梯队，优化内部管理，提升运营效率。 

（二）引入战略伙伴，增强竞争实力 

年初公司同时引入了省、市两大国资背景股东，旨在进一步壮大主业，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条，

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资源和机遇，公司迎来发展新契机。6 月份公司与平煤神马集团、平

顶山发展投资集团共同发起设立河南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亿元，其中公司认缴

出资 5.1 亿元，持有 51%的股权。此举有利于公司将自身锦纶技术研发制造优势和下游产品市场

开发优势，与合作方的上游产业技术优势和丰富的资源要素优势相结合，打通整合锦纶全产业链，

延伸拓展化工新材料领域，突破原料供应瓶颈，降低公司锦纶纺丝生产成本，增强公司在行业内

的整体竞争实力。 

（三）调整商品类目，开发新兴市场 

跨境电商业务板块方面，降低同质化较多，利润率相对较低，竞争激烈的数码类产品销售额

的比重，增加毛利较高、竞争相对平和的服饰类产品、家居类产品销售比例。着力开发中东、俄

罗斯、非洲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业务。同时积极扩大在 NOON、MAIL-RU等新兴平台的业务。 

（四）加强进口业务，贡献新增利润 

公司跨境电商扩大国际知名品牌的进口产品代理销售业务，主要致力于母婴、美妆、保健食

品、个人护理等几大畅销类别。公司目前已经是各大著名跨境电商网站重要供应商。2019年开始，

公司也在各大跨境电商平台陆续开设多个自营店铺。进口业务已经达到 15%销售额占比，成为新

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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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详见下表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规定的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报表格

式编制 2019 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详见下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31,675,144.70 
应收票据 858,450,408.39 

应收账款 773,224,736.3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29,888,064.18 
应付票据 843,093,392.27 

应付账款 786,794,671.9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40,705,057.64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2,206,120.22 

衍生金融资产 8,498,937.4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080,8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4,08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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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