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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9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2017-090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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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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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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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 股票代码 00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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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

智谷大厦 11 层 
 

电话 010-82356080  

电子信箱 ir@egl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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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0,715,936.35 207,200,756.19 4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597,964.63 64,890,462.34 8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7,335,175.26 62,263,260.89 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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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173,868.07 63,441,921.49 13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2.0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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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1,411,825.42 3,875,530,830.34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37,565,549.77 3,418,050,074.98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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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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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日照义聚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6% 222,679,143 222,679,143 质押 222,138,000 

金华巨龙文化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57% 180,990,000 180,990,000 质押 131,256,000 

浙江巨龙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7% 163,750,269 33,210,000 质押 146,196,000 

日照银杏树股

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6% 81,485,307 30,676,473 质押 81,076,471 

北京康海天达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1% 79,411,765 79,411,765 质押 79,411,765 

上海合一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0% 70,588,233 70,588,233 质押 70,588,233 

吕仁高  境内自然人 3.87% 55,730,929 41,798,196   

上海喜仕达电

子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6% 39,705,880 39,705,880 质押 39,705,880 

日照众聚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1% 30,375,018 30,375,018 质押 30,366,000 

吕成杰  境内自然人 1.78% 25,620,300 19,215,2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吕仁高与吕成杰系父子关系，两人合计持有巨龙控股 95%股份，且

巨龙控股全资控制巨龙文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日照义

聚与日照众聚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与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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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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13%；实现营业利润1.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2.77%；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45%。 

近年来，受制于国家宏观政策因素的影响，给公司混凝土输水管道生产经营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移动娱乐内容产业板块的资源投入，降低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带来的业绩波动，改善收

入和利润结构，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从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出发，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持续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不断的积累资源以扩

大新的竞争优势和拓展新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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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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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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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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