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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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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华特 股票代码 0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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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智胜 田    波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 号华特广场 A422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 号华特广场 A422 

电话 0531-85198606 0531-85198601 

电子信箱 fzs@sd-wit.com tbo@sd-w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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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309,556.29 865,121,632.25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518,979.33 146,732,263.73 -4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3,015,541.89 146,625,427.19 -1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0,317,611.42 90,890,957.73 186.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63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63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4% 10.81%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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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2,220,229.83 2,775,008,183.76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7,807,896.66 1,499,444,839.60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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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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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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2% 48,544,340  
质押 0 

冻结 0 

尹俊涛 境内自然人 2.13% 4,989,234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78% 4,175,501  

质押 0 

冻结 0 

杜东晖 境内自然人 0.92% 2,157,66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价值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1,912,454  

质押 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79% 1,840,886  
质押 0 

冻结 0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75% 1,758,654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动力组合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1,700,004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消费

医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1,592,064  

质押 0 

冻结 0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1 其他 0.63% 1,475,517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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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国家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金融风险防控，财政资金趋紧，银行信用体系收缩，经济发展面临诸

多困难。在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公司坚持解放思想、稳中求进、创新驱动、规范经营的总体工作思路，强化创新转型，

注重经营质量，严格预算管理，加强内部控制，提高运营效率，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工作。公司上半年度净利润下降 44.44%，

主要原因是受到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影响。非经常性损益属于与生产经营无关的特殊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

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有信心保持全年经济效益的稳定。达因药业继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扩大市场宣传，拓展销售渠

道，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受设备调试检修导致产能不足、部分药品原料供应短缺以及广告宣传费用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上半年达因药业收入、利润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实现收入 56327.68 万元、净利润 20097.36 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4.39%、

20.19%；环保产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公司注重防范风险，加强项目成本费用控制，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受环保工程类

收入大幅减少的影响，上半年公司环保板块实现收入 10014.34万元、净利润 765.42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26.26%、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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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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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崇学文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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