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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型材                            公告编号：2021-46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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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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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螺型材 股票代码 0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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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涛 黄飞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 38 

号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 38 

号 

电话 0553-5965951 0553-5965909 

电子信箱 hlxc@chinaconch.com hlxc@chinacon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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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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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287,253,349.32 1,616,164,646.03 4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23,617.65 4,055,960.12 -30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462,808.43 -15,575,552.50 -1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681,933.20 167,435,815.64 -133.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6 0.0113 -30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6 0.0113 -30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0.16% 同比减少 0.4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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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065,609.29 4,763,880,613.00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8,680,424.05 2,484,804,041.7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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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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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海螺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63% 110,282,693 0 无 0 

熊立武 境内自然人 2.96% 10,650,100 0 - - 

芜湖海螺国际大

酒店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 7,160,000 0 无 0 

李傲霞 境内自然人 1.60% 5,762,600 0 - - 

李俊 境内自然人 1.29% 4,660,000 0 - - 

王昆 境内自然人 1.23% 4,423,047 0 - - 

保宁资本有限公

司－保宁新兴市

场中小企基金（美

国） 

境外法人 0.98% 3,517,500 0 - - 

浙江盾安人工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3,360,000 0 - - 

安徽省铁路发展

基金股份有限公
国有法人 0.92% 3,298,30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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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安徽海螺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2% 2,936,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及安徽

海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外，海螺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构成关联关系，

亦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报告期末公司融资融券投资

者信用账户名册显示，自然人股东李傲霞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760,8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00 股,

合计持股 5,762,600 股，持股比例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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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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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概述 

上半年，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各项决策和要求，坚持量价并举，加强多元化产品、SCR

脱硝催化剂市场拓展，深挖内部降耗增效，实现销量及销售收入同比增加，但主要原材料PVC价格较去年

同期大幅上涨，产品销售价格虽有较大幅度的上调，但受市场竞争影响未能实现同步涨幅，导致公司出现

亏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87,253,349.32元，同比增加41.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8,123,617.65元，同比下降3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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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加快产业布局，推动双主业同步发展。公司加强资源统筹，有序推进建材、环保新材料双主业同

步发展。加强铝材产业调研论证，启动了成都海螺2万吨铝型材技术改造项目；努力克服海外疫情影响，

加快泰国项目建设进度；调整广西项目投资，将原项目投资调整为建设年产3.2万m³（首期1.5万m³）SCR

脱硝催化剂项目，进一步完善了SCR脱硝催化剂产业布局，目前该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推进，

同时持续开展SCR脱硝催化剂产业链企业调研和新技术交流。 

2、加强市场建设，巩固提升市场份额。公司坚持量价并举，针对PVC等原料价格上涨情况，积极推动

塑料型材销价上调，持续加强与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战略合作，加强重点工程抢夺；加强铝材、门窗、生

态地板等多元化产品销售渠道建设，多元化产品销量保持快速增长；大力推广SCR脱硝催化剂产品，统筹

公司销售资源，在巩固现有电力领域市场的基础上，加大非电领域市场拓展，SCR脱硝催化剂市场拓展成

效显著。 

3、深挖降耗增效，提高公司运营质量。公司持续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强化指标管控，严控费用支

出，优化劳动用工，巩固提升降耗增效成果；加强SCR脱硝催化剂产业管理，科学实施技改技措，强化成

本控制，进一步提升SCR产业运营质量；加大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积极争取技改技措、技术创新等方面

的各项减税降费优惠政策。 

4、加大科技创新，提高公司综合实力。公司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围绕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战

略部署，加强节能环保产品研发，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坚持走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加强建筑节能产品研发，

加大超低能耗被动窗等前沿技术研究，开发出可满足80%节能要求的系统门窗产品；加强与高校交流合作，

推动SCR脱硝催化剂新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应用，推进催化剂重大科技成果项目转化。同时，公司积极推进

工业互联网建设，探索工厂智能化改造，推动公司产业升级，为公司转型发展赋能。 

 

（二）其他重要事项 

1、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受让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广西海螺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49%股权，将原项目投资调整为建设年产3.2万m³（首期1.5万m³）SCR 脱

硝催化剂项目，变更广西海螺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名称、注册资本金及经营范围。2021年5月8日，广西

海螺建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名称调整为“广西海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经营范围调

整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节能管理服务；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管理服务；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制造；燃煤

烟气脱硫脱硝装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2021年6月24日，该公

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 

2、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安徽海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海螺投资”）公开挂牌出售的海螺环境3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竞拍。标的股权通过安徽

长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后，截止公开挂牌最后期限，共征集到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即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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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相关规定，本公司即为受让方，以协议转让方式实施标的股权转让。2021年7月

22日，公司与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海螺投资分别签署了《产权成交确认书》及《产权交易合同》，公司

以挂牌价人民币8,089.27万元取得标的股权。2021年7月29日，海螺环境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董事长：万  涌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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