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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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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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老凤祥 600612 第一铅笔、中国铅

笔 

B股 上交所 老凤祥B 900905 中铅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建敏 蔡旭姣 

电话 (021)54480605 (021)64833388-619 

办公地址 上海市漕溪路270号1号楼606

室 

上海市漕溪路270号1号楼616

室 

电子信箱 lfx600612@126.com cxj0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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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8,125,383.51 17,180,999,962.74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7,759,552,849.10 7,019,970,606.46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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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7,734,289.02 2,355,830,863.55 85.83 

营业收入 26,487,015,614.16 28,105,030,188.00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0,855,100.01 739,115,032.04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46,946,548.23 723,555,047.51 3.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03 11.26 减少1.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4162 1.4129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4162 1.412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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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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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家 42.09 220,171,793 0 无 0 

Golden China Master Fund 未知 2.98 15,593,813 0 未知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未知 1.93 10,121,529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61 8,446,720 0 未知   

SHENWAN HONGYUAN NOMINEES 

(H.K.) LIMITED   

未知 1.21 6,314,576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未知 1.16 6,060,897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

合 

未知 0.92 4,792,627 0 未知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未知 0.90 4,722,200 0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未知 0.86 4,489,978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未知 0.82 4,285,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与其他 9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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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Golden China Master Fund与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为一致行动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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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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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部署，坚

定信心，科学防治，有力有效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市工作，努力

完成各项目标和任务。 

一、强化各项措施落实，确保疫情防控有效 

按照“总体统筹、属地防控、上下联动、各方协同”的要求，公司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时

间上抢占优势，在空间上严密布防，切实把各项防控措施抓细、抓实、抓到位。认真排查老凤祥

境外公司所在地的疫情演变发展情况，及时掌握当地政府疫情防控的措施和要求，以及境外企业

疫情防控工作的落实情况和员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做到境外防控工作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

调度。 

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抗击新冠战“疫” 

公司积极响应市区二级政府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助力抗击新冠战“疫”，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授

权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疫情期间，老凤祥首饰（武汉）有限公司向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地区捐

赠人民币 300 万元，代表老凤祥公司和全体员工支援武汉地区的抗疫斗争。根据《关于黄浦区区

属国有企业减免中小企业房屋租金的实施细则》要求，对承租公司系统范围内的出租房产，并符

合减免要求的承租单位和个人，减免在疫情期间 2 个月租金。在复工的第一时间，公司为上海医

护英雄们设计和定制了采用老凤祥金银细工制作技艺和国际先进微镶工艺结合的 18K 白金镶嵌钻

石的“天使之翼”纪念胸针，限量编号 1650 件，并注册专利。在 1649 位医护人员全部平安返沪

后，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举行了战“疫”凯旋，展“翼”翱翔，致敬抗疫英雄——老凤祥向上海

援鄂白衣战士捐赠“天使之翼”胸针的仪式。 



三、有序恢复生产经营，努力做到防疫防控和复工复市两不误 

公司今年年初的订货会销售创历史新高，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 2020 年的经济

目标任务造成了一定影响。公司上下坚定发展信心，齐心共闯难关，以原定的目标为方向，努力

推进，努力做到防疫防控和复工复市两不误。接到政府部门复工通知后，老凤祥有限批发销售部

门主动出击，前往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积极开拓业务，开展异地订货服务。5 月底，老凤祥有

限召开全国总经销经济工作会议，与各地总经销签订 2020 年度经济管理指标协议，努力在危机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力争全力完成 2020 年目标。截至 2020 年 6 月底，老凤祥银楼网点数量

比 2019 年末净增 98 家，销售网点累计达到 3991 家。 

积极响应上海市“55 购物节”的号召，多举措并举，积极主动争夺零售市场。老凤祥零售部

门积极策划并全力组织实施营销活动，推出产品销售优惠活动，推动消费。通过老凤祥的会员系

统，在“55 购物节”期间向会员发放 55 折的工费优惠券，以及老凤祥防疫套装，激发会员消费

热情。母亲节期间，又推出《灵羽·蕙心》会员专享产品系列，得到会员的关注。此外，公司推

出了“银制公勺公筷”产品，以云游博物馆、云直播等新形式为市民大众提供工艺美术博物馆全

新的非遗文化体验。 

四、落实“双百行动”，完成职业经理人试点企业的选聘和签约工作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双百企业” 推行职业经理人的操作指引的相关要求，年初，公司在

公司体系内选取了三家子公司于 2020 年起进行试点。疫情缓解后，公司加快推进落实此项任务，

于 4 月底完成了所有选聘和签约工作。试点工作的完成为公司今后推广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健

全公司考核、激励和评价机制，完善选人用人和薪酬分配制度奠定了基础。 

五、严格、坚决落实各项安全、确保企业安全、稳定、健康运行 

公司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安全责任制原则，完成公司和各基层企业的

安全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的调整工作，强化了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将安全管理工作责

任目标分解细化，落实到各企业、各部门，使公司系统内各级《安全工作责任书》签约率达到 100%，

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安全管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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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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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以上新收入准则，并按照财政部规定对期初数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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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