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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1                           证券简称：东岳硅材                           公告编号：2020-034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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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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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岳硅材 股票代码 3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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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秀磊 梁晓伟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李寨村段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李寨村段 

电话 0533-8514338 0533-8514338 

电子信箱 ir@dyyjg.com ir@dyyj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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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55,732,100.32 1,389,936,340.85 -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427,840.68 313,341,941.09 -7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4,830,633.45 221,627,682.17 -6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497,896.26 233,208,884.88 -75.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5 -7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5 -7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9% 16.57%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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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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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2,882,358.59 2,498,066,709.86 6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77,052,068.01 2,107,775,760.35 83.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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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岳氟硅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75% 693,000,000 693,000,000   

淄博晓希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5% 117,000,000 117,000,000 质押 117,000,000 

长石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0% 90,000,000 90,000,000 冻结 90,000,000 

林康西 境内自然人 0.10% 1,175,500    

马学文 境内自然人 0.07% 812,600    

万华印 境内自然人 0.06% 750,100    

蔡松光 境内自然人 0.06% 723,354    

赵光明 境内自然人 0.06% 700,000    

张春来 境内自然人 0.05% 600,000    

纽福珍 境内自然人 0.05% 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东岳氟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长石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傅军控制的企业，

淄博晓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公司和东岳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层员工持股的

企业，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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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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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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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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根据年度经营总体计划，在经营管理层的带领下，全面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但2020年1月下旬开

始，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各省市纷纷发布政策延后开工、暂停聚集性活动等情况。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国内

外经济形势影响，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存在复工滞后、订单延后等情形，对有机硅行业的产品价格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3月
中下旬国内DMC市场价格下降较为明显。面对疫情，公司积极应对，目前公司正常开工，生产装置运转正常，但是截至报

告期末，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快速解除，并且已在全球扩散，导致有机硅产品需求量减少，对有机硅行业的产品价格造成

较大影响，因此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155,732,100.32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3,427,840.68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3.37%。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55,732,100.32 1,389,936,340.85 -16.85%  

营业成本 963,259,127.43 1,024,399,522.42 -5.97%  

销售费用 34,652,352.67 35,424,110.04 -2.18%  

管理费用 19,955,738.04 38,181,923.32 -47.74% 主要系维修费减少 

财务费用 -15,789,505.04 -7,578,263.82 -108.35%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

息增多,财务费用减少 

所得税费用 14,764,191.43 -59,272,495.73 124.91%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汇

缴所得税退税 

研发投入 60,730,198.86 28,414,092.97 113.73% 主要系本期研发项目增

多、研发投入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497,896.26 233,208,884.88 -75.34%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减

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43,061,693.46 -23,040,781.48 -3,993.01% 主要系结构性存款增加

及对氢能公司股权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17,642,718.24 -360,000,000.00 577.12% 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834,135,077.21 -147,337,677.24 666.14% 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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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规定，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

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的要求，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以上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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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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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