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586                    公司简称：金麒麟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8 年 8 月 16 日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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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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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麒麟 60358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辛彬 张金金 

电话 0534-2119967 0534-2119967 

办公地址 山东省乐陵市阜乐路999号 山东省乐陵市阜乐路999号 

电子信箱 ad@chinabrake.com ad@chinabra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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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3,409,746.48 2,815,714,452.44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73,898,600.11 2,114,885,180.77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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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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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3,611.66 74,860,185.86 -67.59 

营业收入 686,275,211.84 736,265,885.10 -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271,737.93 101,300,531.50 -6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670,147.95 92,454,351.05 -7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8 6.75 减少5.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55 -6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55 -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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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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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05 90,672,757 90,672,757 无 0 

孙忠义 境内自

然人 

9.54 20,578,162 18,588,129 无 0 

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5 7,012,698 0 无 0 

国盛华兴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2 6,300,000 0 无 0 

山东鑫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3 5,250,000 0 无 0 

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3 5,230,000 0 无 0 

罗洋辉 境内自

然人 

1.74 3,754,52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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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4 2,884,500 0 无 0 

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7 2,732,994 0 无 0 

孙洪杰 境内自

然人 

0.97 2,081,35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海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

合伙人均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分别为孙忠义和孙鹏，孙忠义和孙鹏

为父子关系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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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市

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实施公司发展战略，专注于主营业务，在夯实现有市场的基础上， 努力

拓展新市场，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各项业务的发展。  

1. 经营指标情况 

（1）由于原材料成本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对上年同期升值和 2018 年第一季度微利等

因素，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6 亿元，同比减少 6.79%；实现营业利润 0.46 亿元，同比

减少 62.9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36 亿元，同比减少 64.19%。 

（2） 2018 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以及公司一系列措施逐步实施，2018 年第二

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第一季度相比，增加 3,030.42 万元，环比增加 1015.63%；

2018 年第二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第一季度相比，增加

2,239.71 万元，环比增加 16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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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推进工作 

（1）公司继续提升规模化供应能力，满足客户“小批量、多品种、多批次”的要求，为客户提

供采购整合方案，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同时，公司继续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市场部门、技术部

门等人员，组成服务小组，深入客户一线，及时了解市场动向，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讲解，解答

客户关心的问题，为客户提供宣传工具，增强客户信心。根据客户的类型、区域、所购产品情况

等因素，制订切实可行的价格调整方案，有计划的进行提高产品价格；同时分析竞争对手的战略

动向，及时制定出应对措施，既争取与客户达成一致调整产品价格，又防范因价格调整产生的负

面影响。 

（2） 推进产品智能化生产的进程，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实现绿色智

能化制造积蓄力量。同时，公司积极推动 ERP 升级项目、IPS 项目、办公自动化流程系统，完

善人力资源各模块内容，完成了公司工序工艺传输 、异常报警和控制，完成了各工序报工、计件

和计划的关联，提升对全公司终端的安全控制，实现了电子化办公安全高效。  

（3）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产品组合。提升研发人员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研发

实力，走在市场的前端。逐步完善产品开发制度和研发流程，进一步完善公司制动摩擦材料配方

体系，加快公司对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提升公司同步研发能力。2018 年 8 月，公司动车组粉末

冶金闸片产品获得中铁检验认证中心签发的三种车型《铁路产品认证证书(试用证书)》。这代表公

司相关产品获得装车运用考核的资格，为公司步入轨道交通行业战略板块创造了必备条件，公司

产品品类将更加丰富。 

（4）进一步利用贸易融资、改变结算方式、负债对冲等具体措施减少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不利

影响。并且充分通过采用外币远期结汇、外币期权、外汇买卖、借款保值、保理业务等外汇金融

工具进行规避汇率风险和减少汇率损失。 

（5）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前，公司不断挖掘市场增加收入，注重企业内部成本和费用的控制。

在加强公司运营固定费用的监督管控的同时，集中严格管控办公费用、差旅费用等可变费用，有

效的控制和降低管理费用，重点加强提升员工工作效率的管理。提高员工节约意识，开源节流，

杜绝浪费，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利用预算控制费用。 

（6） 构建以实现公司战略目标为导向的人才队伍建设方案，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薪酬激励

与考核方式，提升整体素质，通过自主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公司的团队建设，

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增强人才队伍实力，从而实现公司人才运营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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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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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