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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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洛阳玻璃 600876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洛阳玻璃股份 011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知新 赵志明 

电话 86-379-63908588、63908637 86-379-63908833 

办公地址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

中路9号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

中路9号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子信箱 lywzhx@126.com lybl600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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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6,587,736.45 5,241,039,877.95 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15,361,066.75 1,299,216,365.3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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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61,112.64 -144,853,706.2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957,734,358.65 859,386,141.43 1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144,701.43 15,631,196.06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84,196.75 -1,360,458.4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4 1.25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92 0.0279 4.6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92 0.0279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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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67（其中 A 股 42,523 户，H

股 4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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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45.04 248,790,699 0 未知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39 112,614,918 7,596,676 质押 57,557,915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2 70,793,520 1,793,520 无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 6,170,699 6,170,699 无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4,834,435 4,834,435 无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0.41 2,279,002 2,279,002 无  

宜兴环保科技创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8 1,542,674 1,542,674 无  

王贺军 境内自然

人 

0.27 1,513,400 0 未知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 境内非国 0.25 1,356,400 0 未知  



司 有法人 

王进南 境内自然

人 

0.23 1,2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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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凯盛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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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 持有的股份数为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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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以来，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各级经营班子积极团结带领公司广大干部员工，坚决贯

彻“六稳”“六保”决策部署，深入落实“三稳四保一加强”具体要求，在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

上，持续推进重大项目攻坚，确保生产经营各项工作稳定并取得新成效。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57,734,358.65 元，同比增加 11.44%；

实现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40,162,232.16 元，同比增加 70.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 16,144,701.43 元，同比增加 3.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0292

元。 

（1）坚定推进项目建设，夯实主营业务根基 

濮阳超白光热材料项目生产线主体工程竣工，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点火投产，该项目配套研

发中心和深加工生产线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开工准备各项工作。 

合肥新能源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以提高产品综合成品率、节约成本、提高设备利

用率和生产线效率。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光伏玻璃产品市场占有率，三个新能源公司各建设一条光伏玻璃深加工生



产线，项目投产后，公司双玻组件用大规格超薄光伏面板玻璃和背板玻璃产能可得到较大幅度的

提升。 

（2）深入推进三精管理，整体素质不断提升 

一是落实经营精益化提高盈利能力。坚持“价本利”经营理念，落实“提质量、稳价格、保

增量、做压减、调结构、降成本” 的经营措施，稳经营预期。2020 年，公司组织开展“提质再出

发”活动，制定实施“攻山头”活动方案；落实“一把手抓经营”，加强市场的整体谋划，加强内外部

市场协同，全力稳价拓量，维护生产链运行稳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拓展光伏玻璃海外市场。 

二是落实管理精细化提高管理效能。深入开展“规章制度落实年”工作，以制度的刚性约束

力落实长效驱动力，抓紧抓好制度“废改立”工作；公司总部围绕对标一流、提质增效，坚持问

题导向，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各子公司强化数字化管理，聚焦关键生产经营指标，狠抓成

本费用节约措施，降本增效明显。以信息化智能化为引领，提升生产企业运行效率，蚌埠中显荣

获 2020 年度蚌埠市智能工厂认定，龙海玻璃智慧工厂项目 5 大平台正式运行，宜兴新能源通过流

程再造提升业务处理效率。 

三是落实组织精健化激发活力动能。公司制定下发了《管理岗位及重要操作岗位竞聘管理制

度》，率先对总部中层管理人员重新进行聘任。持续推进精简精干，打造高效组织体系，进一步建

立完善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三能"管理机制。 

（3）加大环保力度，推进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深入开展“责任蓝天行动计划”， 加大环保投入，进一步降低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二氧化

碳、挥发性有机物等排放，提高资源循环利用和协同处置能力。2020 年上半年，陆续投资建设了

蚌埠中显《玻璃窑炉烟气除尘脱硫脱硝项目》、合肥新能源《错峰储能及 VOCs 治理项目》、龙海

玻璃《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项目》，累计估算总投资约人民币 40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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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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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