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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9                           证券简称：国风塑业                           公告编号：2020-045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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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00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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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静 杨应林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铭传路

1000 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铭传路

1000 号 

电话 0551-68560860 0551-68560860 

电子信箱 ir@guofeng.com ir@guofe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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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366,152.19 667,876,041.37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097,593.57 14,925,495.47 9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770,249.95 6,954,478.47 24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4,786,885.00 11,574,306.94 459.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4 0.0202 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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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4 0.0202 95.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0.94%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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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675,076.95 2,170,472,228.95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59,661,107.20 1,641,655,259.58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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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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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产业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4% 205,089,422    

王子权 境内自然人 1.09% 8,076,300    

蔡庆明 境内自然人 0.52% 3,850,100    

陈晔 境内自然人 0.45% 3,300,000    

张明敏 境内自然人 0.36% 2,667,000    

陈建新 境内自然人 0.29% 2,123,700    

刘玲玲 境内自然人 0.27% 2,005,300    

莫金玉 境内自然人 0.26% 1,950,000    

刘英 境内自然人 0.24% 1,750,100    

李竟选 境内自然人 0.21% 1,56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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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全球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国际政治经济

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市场需求疲弱，整体环境较为严峻，给公司的经营发展和转型升级带来巨大

的压力与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按照2020年“3510”总体工作思路，坚持坚持稳

中求进、稳中提质、稳中增效，一手抓疫情防控保稳定，一手抓投资经营促发展，大力推进公司全面转型

升级，公司生产经营逆势有为、承压向好，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一是克服疫情影响，持续释放产业运营效益。公司克服因疫情停机、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的影响，

多措并举保障公司运营效益。公司薄膜业务紧紧把握市场行情，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生产计划，经营效益

大幅提升；新型木塑建材业务加强国外内市场开拓力度，成功中标世界著名建材超市木塑地板招标项目；

注塑业务加大拓展新能源汽车业务，整体经营质量稳中向好。二是多策并用提升技术研发水平，全面推进

“千万投资、百人团队、分层架构、制度保障”总体策略，推动技术创新。三是资本市场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与主业规模化提升并举，稳步推进公司发展。公司启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助力公司聚酰亚胺

产业加速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自筹资金启动投资建设年产3.2万吨聚酯薄膜项目，优化产品结构，提

升产业层级；实施国风木塑年产4万吨绿色新型建材项目落地建设，促进辅业发展。四是党建领航践行社

会责任，实现党建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党建与企业中心工作同步发展、同步共振，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不松懈，果断有力开展防疫应急处置，选派党员干部职工下沉社区支援抗疫，践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实现营业收入57,536.6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8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909.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4.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2,377.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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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

下称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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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修订要求，公司对相关

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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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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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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