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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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公司面临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风

险因素相关内容，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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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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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奥福环保 688021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武雄晖 张凤珍 

办公地址 德州市临邑县花园大街东段路北 德州市临邑县花园大街东段路

北 

电话 0534-4260688 0534-4260688 

电子信箱 shandongaofu@aofuchina.com shandongaofu@aofu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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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372,022.74 1,068,357,564.29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58,717,905.17 831,306,333.78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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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6,764.73 169,371.31 9,586.86 

营业收入 149,923,197.69 130,940,054.34 1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2,868,288.19 34,299,605.49 2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027,108.24 32,934,561.31 18.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07 10.10 减少5.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5 0.60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5 0.60 -8.3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8.79 7.81 增加0.9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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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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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潘吉庆 境内自然 13.90 10,743,827 10,743,827 0 无 0 



人 

于发明 境内自然

人 

12.15 9,388,460 9,388,460 0 无 0 

王建忠 境内自然

人 

11.95 9,234,967 9,234,967 0 无 0 

红桥创投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1 3,332,222 3,332,222 0 无 0 

刘洪月 境内自然

人 

2.22 1,718,466 1,718,466 0 无 0 

马志强 境内自然

人 

2.11 1,629,503 1,629,503 0 无 0 

荣新创投 国有法人 2.07 1,600,000 1,600,000 0 无 0 

王文新 境内自然

人 

2.03 1,571,136 1,571,136 0 无 0 

于进明 境内自然

人 

2.00 1,546,619 1,546,619 0 无 0 

曹宁海 境内自然

人 

1.73 1,340,024 1,340,02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潘吉庆、于发明、王建忠属于一致

行动人关系，于发明与于进明系兄弟关系；2、公司未知流通

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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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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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和全球经济减速等因素影响，中国的经济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公司的生



产及国外销售未达预期，但是公司管理层精准研判、精准把握国内市场发展方向，按照董事会年

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重点围绕国六排放标准研发蜂窝陶瓷载体技术并实现

产业化，根据战略规划方向，稳步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积极发挥研发、技术、产品、市场等多

方面经营优势，不断强化产品性能，并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确保公司产品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09,837.2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871.79

万元，公司资产良好，财务状况稳定。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992.32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增 14.5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286.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98%。销售收入

的增长主要得益于部分国六排放标准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 技术开发方面 

公司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优化蜂窝陶瓷载体各项技术性能，提高符合国六排放标准

的全系列蜂窝陶瓷载体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具备了国六排放标准燃气机、柴油机、汽油机尾

气后处理系统用堇青石质蜂窝陶瓷载体（DFP、ACT-DPF、GPF、SCR、DOC、TWC、ASC）批量供货能

力。同时为不断优化 DPF 产品种类，公司已完成碳化硅质 DPF 中试，碳化硅质 DPF 产品各项技术

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市场开拓方面 

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保证国五产品需求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在为现有客户提

供排放升级服务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合作客户。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已通过 11家主机厂

28种机型样件测试，其中已获取中国重汽、上柴动力、玉柴动力、云内动力等主机厂燃气机、柴

油机、汽油机多项型式检验公告并批量供货，实现了销售收入稳定增长，为未来全面实施国六排

放标准抢占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募投项目建设方面 

适用于国六柴油车用壁流式蜂窝陶瓷载体 “年产 400万升 DPF载体山东生产基地”项目部分

设备已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调试；“年产 200万升 DOC、160万升 TWC、200万升 GPF载体重庆生产

基地项目”主体建筑已完工，部分设备已安装完毕；“山东生产基地汽车蜂窝陶瓷载体自动化技改

项目”及“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  

（四）生产管理提升 

2020年上半年公司始终坚持“精益、和谐、创新、高效”的价值观，严格执行“控成本、抓

质量、提效率”的管理理念，不断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生产布局优化、现

有设备改良、实施生产管理绩效考核等对各项工作进行梳理优化，强化各级管理人员职能，从而

提升了管理效率，实现了管理优化提效。 

(五)依法合规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严格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并做好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和管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接听投资者电话、答复 e 互动平台的投资

者提问及接待现场调研等方式，不断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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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并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列报相关信息，不对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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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