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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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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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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 600768 宁波华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会兵 岳峰 

电话 0574-87410500 0574-87410501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路702号

工业城办公大楼三楼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路702号

工业城办公大楼三楼 

电子信箱 fbjy@600768.com.cn yuef600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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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988,268.33 721,435,503.88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018,186.09 64,387,012.62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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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2,271.00 17,259,711.34 2.27 

营业收入 395,300,189.16 337,523,526.73 1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368,826.53 -12,095,95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624,822.72 -13,950,52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17 -30.22 增加7.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0 -0.0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0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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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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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26 47,162,160 0 无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其他 5.02 6,713,594 0 质押 4,833,000 

王文霞 境内自

然人 

2.13 2,847,185 0 未知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其他 1.79 2,396,557 0 未知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信托－刀锋 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5 1,535,001 0 未知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1.12 1,502,900 0 未知   

王秀荣 境内自

然人 

0.90 1,208,567 0 未知   



张建军 境内自

然人 

0.75 1,000,0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银新兴价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997,298 0 未知   

王坚宏 境内自

然人 

0.72 960,718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两名股东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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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八名股东公司未

知其关联及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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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在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的政策背景下，公司原材料市场电解铝行业出现整体

回暖，但是传统铝加工行业面临的下游消费市场依然不振，企业主营发展依然徘徊不前。宁波富

邦在做好公司仓储地块拆迁工作的同时，继续坚持趋利避害，不断夯实主业基础。在公司上下的

共同努力下，基本保持了 2016 年以来主业逐步趋稳的发展水平。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39530

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49.41％，同比增加 17.12％；累计完成产品产量 16196 吨，完成年度计划

的 46.27％，同比增加 6.06%；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62 万元，同比略有减亏（今

年上半年铝锭价格顺差大幅收窄，2016 年同期则有铝锭价格顺差较大、存货跌价准备转回较多而

大幅减亏的因素）。从生产企业实现销售收入的构成情况来看：上半年公司铝材厂实现营业收入

18503 万元，同比增加 9.35％；铝型材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2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5.41%。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铝锭价格从年初以来不断企稳回升，虽然有利于正常组织生产经营，但



是企业本期继续发生亏损，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依然较弱。究其原因分析：一是产品市场长期低迷。

公司铝板带材产品月平均销量长年在 2500 吨左右徘徊，尚未达到盈亏平衡点；二是传统产品结构

老化。公司受设备、技术等限制，主导产品为传统纯铝板带材为主，附加值一直不高。三是公司

948 万元的财务费用虽然同比有所下降，但依然占到了上半年亏损额的 70.91％。年初以来，公司

继续重点突出“稳定质量拓销售、开源节流降成本，减亏止亏促发展”三方面工作，为扭转企业

不利局面不懈努力。 

在拓展销售方面，我们看到当前铝加工行业属于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行业之一，产能过剩严重。

2013 年公司铝材厂实施的新增 1.5 万吨冷轧技改项目增加了企业产能，但是产销量并未同步提高；

同时本企业生产的传统产品附加值较低，不存在明显的技术优势，行业地位不断降低。为此公司

调整销售思路如下：1、逐步优化产品结构，结合企业现有设备确定产品方向。2、调整营销方式，

根据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全面提供个性化服务。现已组织成立新产品研发小组，坚持要求业务部门

主动走访新客户，及时了解客户产品要求，组织力量开发市场适销对路的新品种，培育潜在增长

点。 

在提质增效方面，公司继续推进质量控制点考核举措，并根据客户反馈回来的信息不断在质

量控制点上优化调整，明确车间负责人为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期间为提升产品质量或增加产品

品种，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对部分设备进行了更新改造，并加大了备品备件的储备。上半年公司

铝板带产品综合成材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一个百分点（主要是产品结构调整原因导致板带材比

例下降），下半年将铆足劲努力开拓板带材市场，力争在 FB0102 化妆品包装铝带板、电池外壳用

铝板、圆片等新客户市场拓展取得突破。 

在节能降耗方面，公司铝材厂近年来坚持苦练内功，内部挖潜增效。上半年通过生产结构调

整和严格控制能源支出，实行流程优化。如通过采取措施对四台熔炼炉实行二开二停不停炉连续

生产运转，对停用了四年的圆片退火炉进行重新改造启用等，成效较为明显，企业上半年产品平

均单位成本对比去年有大幅下降约 2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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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

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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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