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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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9 年 6 月 30日总股本 550,655,534 股为基数，向全体登记在册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10,131,106.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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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云股份 60048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翟斌 王海霞 

电话 0312-3951002 0312-3951002 

办公地址 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 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 

电子信箱 zhaibin@lygf.com wanghaixia@ly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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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8,322,903.01 13,273,897,675.06 1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33,896,955.66 3,974,923,638.43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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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293,127.54 -763,211,292.63 不适用  

营业收入 5,527,112,436.93 6,327,026,903.49 -1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50,582.44 176,730,000.18 -13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066,848.92 148,387,604.87 -156.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4.56 减少6.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9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9 -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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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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4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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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21 210,395,433 48,552,792 无 0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69 42,358,717 9,775,089 无 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 14,869,888 0 无 0 

刁静莎 未知 1.01 5,576,208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邮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76 4,159,896 959,976 无 0 

苏州瑞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8 3,754,372 420,000 

质

押 
1,909,999 

唐丽平 未知 0.65 3,587,960 818,760 无 0 

交通银行－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52 2,853,973 658,609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邮创新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31 1,689,938 389,986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邮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8 1,560,000 36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

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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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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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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深入推进凌云中央研究院建设、大客户管理、资源区域化整合三项重点

工作和成本对标、物资集中采购等专项举措，全力“拼市场、抢订单”，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及汽车

行业下行压力。 

在汽车行业持续下行的大背景下，行业结构调整、市场竞争加剧，金属零部件产品盈利能力

降低等因素，对公司整体盈利能力造成很大冲击；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新产品、新项

目前期研发、设备等投入较大，费用支出增加，筹建、爬坡阶段的项目短期内收益不能体现，严

重影响了公司当期利润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2，711.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2.64%；利润总额 10,278.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4.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85.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33.30%。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开展主要情况： 

1、技术研发  

扎实推进凌云中央研究院建设，紧盯汽车轻量化、新能源发展趋势，加大研发力度。 

基于奔驰 BR243 的全型材电池盒自动化生产线集成大幅提高焊接速度。高强钢电池壳体完成

设计方案，取得了良好的轻量化效果。全铝合金型材焊接副车架方案减重 35%，加工效率提高 1

倍以上，样件通过客户验收。热成型钢门环类产品激光拼焊技术实现单品降本 20%以上。1700MPa

超高强钢 A 柱辊压、高频焊接工艺工装及装备开发生产线安装完成，具备产品调试、试验条件。

实现 1500MPa 产品材料内弧 R2200 “日”字型保险杠样件制作，三点弯性能可比等重量的 B 字型

保险杠高 20%。集成热管理系统式电池壳体满足主机厂需求。“高强钢多产品共平台自动化复合成

型技术及设备研发”获得河北省政府补助。 

2、新产品、新市场 

发挥“大客户管理”效应，全力拼市场、抢订单，积极组织产品推介会和客户交流活动，向

北京奔驰、上汽通用、一汽大众、丰田、长城等重要客户介绍公司科技创新实力，并取得了可视

性成果。 

汽车金属板块：新项目累计定点 87个。奔驰 BR243 项目完成样件交货；获奔驰指定车型电池

壳等产品项目定点；获长城汽车指定平台车型车身结构件总成新产品开发项目定点；宝马 G28 前

端总成实现量产；热成型产品通过宝马、广丰、一汽解放等客户审核。 

汽车管路系统：获新项目定点 45个。获长城汽车 B30项目底盘燃油管路产品 100%供货；获上

汽大众未来主要发展方向 MEB平台纯电动车冷却管项目；获蔚来汽车 ES8&ES6 整车冷却管路项目。 

市政管道系统：新增百万以上客户 18 个。燃气市场方面，获得港华燃气、天伦燃气、广州燃

气、贵州燃气、常熟天然气、咸阳天然气等年度供应商资格；非燃气市场方面，获得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航站区配套市政工程、太湖蓝藻输送、金沙县脱贫攻坚城乡供水巩固提升、吉林四平热力、

伊拉克绿洲油田衬管修复等工程项目。 

3、资源整合、管理提升 

一是切实发挥资源区域化整合和一体化管控优势，深化区域内、区域间人员、运营、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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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要素协同联动，提升资源利用效益，压控新增资产投入。二是持续推进深度资金集中管理和财

务管控。三是强化审计、内控和法律风险防范。以风险为中心开展审计工作，关注揭示重大领域、

核心业务、关键环节存在风险并抓好整改。四是多渠道筹融资，保障发展资金需求。五是全面实

施精益管理战略。开展精益成本对标管理，实施重点成本管控。六是大力实施集中采购管理，着

力培育核心供应商。七是大力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提升。八是压减、脱困扭亏、资产处置盘活、

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稳步开展。 

4、国际化管控 

一是通过向 WAG 提供资金支持，稳定了与宝马、保时捷及奥迪等客户的关系。二是强化制度

建设完善落实，持续委派股东代表及专业团队现场对 WAG 进行运营督导和战略引领。三是积极推

进 WAG 新的组织架构调整，构建新项目管理团队，优化物流体系，加强采购及供应商管理，增强

了 WAG 公司的基础管理能力。四是强化 WAG 成本管控，将项目成本管理集中到了财务控制部门，

建立成本控制体系和财务报告追踪流程，提高了成本管控力度和数据的准确性。五是建立股东与

WAG 客户直接沟通渠道和机制，在产品价格协商和现场技术支持方面开展了积极实质行动。 

5、配股发行工作 

2019 年 6月 6 日，公司对外披露了《配股发行公告》，配股价格 8.74 元/股。2019 年 6 月 12-18

日，公司配股缴款，股票停牌。2019年 6月 20日，公司股票复牌，并对外披露了《配股发行结果

公告》，本次配股发行成功，有效认购数量为 95,584,568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835,409,124.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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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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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