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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4                           证券简称：永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4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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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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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新股份 股票代码 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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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永亮 潘吉沣 

办公地址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188 号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188 号 

电话 0559-3514242 0559-3514242 

电子信箱 zqtz@novel.com.cn zqtz@novel.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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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589,914.80 1,151,046,689.23 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805,056.60 106,123,942.17 1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7,692,469.26 101,029,858.56 1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8,493,742.55 110,359,026.44 7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1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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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1 19.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8% 6.13%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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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839,084.80 2,545,851,954.52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5,666,610.26 1,857,985,509.26 -3.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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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永佳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70% 159,651,305    

奥瑞金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0% 113,315,201  质押 113,308,937 

MEGA 

POWDER 
COATINGS 

LTD 美佳粉

末涂料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96% 19,934,440    

永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4% 17,306,707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

领航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61% 13,166,912    

大永真空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5% 10,331,690    

北京奥瑞金

包装容器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8% 8,452,594  质押 8,450,000 

#大连通和投

资有限公司

－通和宏观

对冲一期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1.02% 5,150,0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5,107,350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庚小盘

其他 0.96% 4,8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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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和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奥瑞

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奥瑞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大连通和投资有限公司－通和宏观对冲一期私募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股份

5,1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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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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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受到突发的新冠疫情的影响，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出现阻滞，对全球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

加霜，全球经济增速出现了大滑坡；而且在贸易保护主义下，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争端有愈演愈烈之势；

需求的放缓，避险情绪的上升，导致原油价格一度出现巨幅波动，诸多的不确定性给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

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稳定长期、优质客户的合作关系为先，进行深度开发；同
时，关注快速增长的新型薄膜类市场，进行重点开发；内部提质增效，节能降耗，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358.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80.5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60%。 
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恢复，公司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坚持技术创新，积极攻关新市场、培育新客户，

同时，持续、快速推进新项目建设，力争早日投产，丰富产品类别，加快公司向彩印复合软包装和新型薄

膜材料双轨道发展的转型。 
为了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持续稳步发展，公司推出了2020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确保核心管理团队和骨干人员的稳定，努力实现公司与员工

的互利共赢，为股东创造更大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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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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

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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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毅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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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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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