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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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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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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61702033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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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阳节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08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兆红

田寿波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
11 号
11 号

电话

0533-3283708

0533-3283708

电子信箱

sdlyzqb@luyang.com

tianshoubo@luy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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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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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887,126,201.85

1,034,915,187.49

-1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8,834,108.02

173,727,449.02

-3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8,060,651.84

169,074,674.16

-3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9,123,039.11

56,825,138.83

162.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48

-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48

-3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3%

8.35%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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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636,293.31

3,084,140,580.09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26,727,417.67

2,204,083,012.2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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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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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28.14%

101,780,730

0

鹿成滨

13.55%

48,997,137

36,747,853

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产经营管理中心

3.91%

14,129,697

0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混沌价值二 其他
号基金

2.00%

7,242,450

0

亓瑛

1.60%

5,773,11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红利指 其他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15%

4,145,002

0

盛新太

1.08%

3,900,620

2,925,465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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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昌

境内自然人

1.06%

3,828,033

0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混沌价值一 其他
号基金

1.05%

3,811,066

0

任德凤

1.01%

3,642,489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鹿成滨与任德凤系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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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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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平稳运行，但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行业对耐火材料的需求量下降；石油化工行业大型工程项目
建设延期；国外市场萎缩。公司陶瓷纤维产品石化工程项目履约交货和外贸出口受到影响，
导致收入下降，特别是随着陶瓷纤维产品在国内工业保温市场的广泛应用，同行业企业产能
建设增加，低温类陶瓷纤维产品在工业保温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价格下行。面对挑战，公司
在稳固现有竞争优势的同时，上半年，公司继续围绕“以用户为中心，做好产品，做好服务，
让用户满意；以奋斗者为本，建好平台，做好分配，让奋斗者满意”的工作目标，以“外部放
量占市场，内部挖潜增效益”为工作核心；大力开展产品+的综合服务模式，巩固提高陶瓷纤
维产品在耐火领域和细分行业的市场份额；加强产销衔接，实施价格调整策略，全力推动保
温类陶瓷纤维产品和玄武岩纤维产品的放量销售。系统开展生产技术标准化建设工作，全面
推进装备自动化升级，打造稳定可靠的产品保障体系，促进生产效能提升；加强市场价格信
息和采购招标管理，构建稳定的供应商资源和科学高效的采购价格控制体系；推行岗位评价

3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和工作报告制度，全面实施岗位逐级评价考核，巩固奋斗型团队建设成果。一系列措施的实
施，稳定了公司陶瓷纤维产品在耐火市场领域和细分行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同时为提高公司
陶瓷纤维产品在工业保温领域的竞争力打下了基础。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7,126,201.85元，较去年同比减少14.28%；实现净利
润118,834,108.02元，较去年同比减少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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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按
照新收入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
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新收入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企业拥有的、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应
当作为应收款项单独列示。
合同资产，是指企业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
其他因素。
合同负债，是指企业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工程项目类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应收账款列报至合同资产科
目，并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相关合同资产坏账准备，将预收款项列报至合同负债科目。
在首次执行日，按照修订前后收入准则的规定对2020年1月1日的相关资产负债科目进行分类和计
量结果对比如下：
本集团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修订前的收入准则
650,764,077.58
146,702,305.36

修订后的收入准则
623,166,646.09
27,597,431.49
146,702,305.36

-

本公司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修订前的收入准则
585,354,017.66
141,675,520.64
-

修订后的收入准则
557,756,586.17
27,597,431.49
141,675,5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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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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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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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沂源鲁阳一贸易代理有限公司、沂源鲁阳二贸易代理有限公司、沂源鲁
阳三贸易代理有限公司、沂源鲁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鲁阳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及山东鲁阳玄
武岩纤维有限公司六家全资子公司，六家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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