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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9                               证券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21-029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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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创控股 股票代码 00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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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萧  

办公地址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

以东、三号干渠桥以北 
 

电话 0543－2161727  

电子信箱 stock@hongchuanghol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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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937,241.26 1,096,275,551.61 3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535,433.99 -77,186,984.12 4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5,100,147.85 -79,280,180.70 4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662,375.12 38,837,971.34 -29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8 -0.0833 47.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8 -0.0833 47.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4.9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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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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4,442,172.76 2,292,918,121.53 1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79,261,992.37 1,419,515,176.36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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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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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宏桥新

型材料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18% 261,096,605 0   

于荣强 境内自然人 2.70% 25,000,000 0 质押 25,000,000 

郭茂秋 境内自然人 2.04% 18,875,000 0   

王连永 境内自然人 1.87% 17,299,994 0   

吴秋梅 境内自然人 0.81% 7,481,437 0   

上海久期投

资有限公司

－久期优债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9% 5,430,800 5,430,800   

章承宝 境内自然人 0.42% 3,900,001 170,000   

上海久期投

资有限公司

－久期信睿

债券增益1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2% 3,866,500 3,866,500   

深圳安程能

源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8% 3,541,200 0   

张丽波 境内自然人 0.37% 3,400,000 -9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悉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郭茂秋个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5,000 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67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875,000 股。王连永个人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299,994 股，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299,994 股。吴秋梅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481,437 股，实际合计持有 7,481,43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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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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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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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2021年上半年，通过调整产品销售结构，提高精益管控水平，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同比增加、销售价格同比提高，促使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33.99%至146,893.72万元，产品毛利率同比提高1.47个百分点至2.24%，同时铝价上涨致使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减少2,694.12万元，影响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53.54万元，基本每股收

益-0.0438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47.48%和47.42%，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253,444.2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37,926.20万元，与期初相比变化

不大。                                   

（二）新建项目情况 

    公司20万吨废铝再生项目一期10万吨两台双室炉完工投产，建成了铝水不落地直接生产铝板带箔产品，用自身产生废铝

和市场回收废铝进行再生铝生产的完整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二期能评、安评已完成,环境影响评审结束等待审批,土建单位

正在招标,设备已开始制作，公司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和投产工作，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1、报告期内，为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实现稳健经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或

等值其他币种）额度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加强公司的汇率风险管理，降低企业在外币经济环境中的汇率风险。 

    2、报告期内，公司投入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将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

成本和风险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从而可以减小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 

公司通过开展上述外汇、商品套期保值业务，降低了汇率、铝价波动风险，减少了外汇、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会计利润的

影响。 

（四）重点运营管理工作  

 1、补短板、强弱项，推行“全要素”双对标管理  

正视公司存在的短板、弱项，聚焦问题，突出靶向管理和靶向攻坚思想，坚持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为目标，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多维度瞄准一流，开展全要素内、外对标的“双对标”工作，凝心聚力、创新求变，努力实现转型升级

和全面提质，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2、调整产品销售结构，制定多元化营销策略 

通过调整产品销售结构，优化营销中心部门架构和绩效方案，提高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积极性，充分融入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高盈利较好品种份额，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毛利率双提高，调整效果初步显现。巩

固优化现有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展部分贸易业务，形成自产自销加贸易补充的多元经营模式。 

    3、聚焦生产环节问题，提高精益化管控水平 

通过优化生产管理部门架构和绩效方案，减少内部推诿和促进产销协同，提升管控力度和沟通效率。加强过程管控，进

行压力传导，压实分厂自主质量管控责任，强化全员质量意识，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为市场营销提供有力的

支撑。 

    4、针对面临主要风险，制定有效化防控措施 

为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加强公司的汇率风险管理，降低企业在外币经济环境中的汇率风险；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将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成本和风险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从而可以减小市场价格波动

影响，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同时统筹好防控经营风险和提高存货、应收款项周转效率的关系，加大资金回笼力度，确

保资金安全。 

    5、业财融合管控成本，推进企业数字化升级 

梳理生产经营各环节浪费现象，加强对经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挥其即时价值，为决策提供高质信息；细化各部门考核

指标，制定改进提升方案，持续降本增效；着眼于长期主义和价值创造，逐步实现所有业务数字化、所有数据业务化，推进

企业数字化升级，全面提高公司发展质量和整体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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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赵前方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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