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17-089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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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寓股份 股票代码 3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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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世凤 吕杰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牛富路 1 号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牛富路 1 号 

电话 010-69412772 010-69415566 

电子信箱 service@jayugroup.com service@jayugroup.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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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77,762,123.83 823,460,653.52 823,460,653.52 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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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612,706.18 29,396,092.56 29,396,092.56 -2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8,358,526.96 30,103,638.58 30,103,638.58 9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371,659.15 -46,226,002.39 -46,226,002.39 -45.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2.13% 2.13% -0.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069,879,246.32 4,538,173,848.13 4,538,555,872.97 1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8,504,020.94 1,415,559,147.35 1,415,480,871.49 0.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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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寓新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66% 284,297,706 0 质押 279,336,000 

李兰 境内自然人 15.51% 111,185,915 0   

北京嘉寓门窗幕

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02% 7,283,714 0   

张初虎 境内自然人 0.46% 3,300,000 2,475,000 质押 3,3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6% 2,570,480 0   

张群英 境内自然人 0.25% 1,818,400 0   

张威 境内自然人 0.22% 1,580,000 0   

李增琪 境内自然人 0.20% 1,442,200 0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7% 1,251,800 0   

肖楚珠 境内自然人 0.14% 1,004,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张威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股 1,58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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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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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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嘉寓门窗

幕墙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

债 

13 嘉寓债 112184 2018 年 06 月 27 日 5,000 7.5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1.10% 68.81% 2.2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9 2.72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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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装修装饰业;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2017年，在国家“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政策推动下，地产销售、投资、新开工持续超预期，1-6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增长8.50%、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分别增长21.5%和16.1%；同时融资监管趋严，带动行业规范性提升，使行业龙头

集聚效应凸显。公司作为节能门窗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通过品牌经营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内控建设、

持续技术创新、加强精细化管理、推行人才战略规划，彰显在门窗行业的品牌优势，加强与品牌战略客户的合作，在门窗幕

墙市场份额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利用公司在光伏建筑一体化领域的技术、工程管理及施工等优势，积极布局分布式太阳能电

站及户用光伏EPC领域，同时积极推进在清洁机器人及高端智能装配领域的战略布局，实现了多主业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 

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以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为指导，以年度各项经营计划为目标，实现实现销售合同额 34.89 亿

元，同比增长 59.61 %，其中：19.59亿元为门窗幕墙合同，11.48亿元为光伏电站施工合同，3.82亿元为高端智能装备销售合

同。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096.70万元，同比增长105.89%。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及2017年度各项经营计划，重点开展了如下工作： 

1、强化公司内控建设，发挥嘉寓平台优势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内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凸显。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各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

http://quote.cfi.cn/quote_H30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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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公司风险控制和风险防范能力，实施合伙人计划，对区域化经营模式进行深化和完善，实现公司发展与管理团队及核心

员工的利益共享，提升管理团队凝聚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和团队，加入到嘉寓的平台。 

2、加强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规范化信息披露，严格执行重大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和流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对外信息披露审批流程、投资者调研和报备流程、公司内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程序。 

进一步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舆情监控，及时掌握投资者关注焦点，加强主动沟通意识，促进互动交流，扩大公司

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使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及行业地位能够反映在股票价值上，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3、推行品牌化经营，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行“品牌经营、战略合作”，优化公司客户结构，升级信息化管理系统，发挥信息化、标准化、精

细化管理优势，通过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参展第四届中国国际光热电站大会暨CSPPLAZA年会等形式与同行业、合作伙伴

沟通互动，向行业、社会展示嘉寓的产品和技术，公司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依托全国280多个城市的营销网络布局，持

续发挥技术领先、服务领先、成本领先优势，推广与恒大地产合作的成功模式，积极拓展与门窗幕墙领域、太阳能光伏领域

50强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形成多元化合作。 

报告期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发布了500强首选供应商品牌系列榜单，嘉寓股份被评为中国

节能门窗行业第1名。控股子公司奥普科星在第十届中国管理科学大会上荣获2017中国管理最具创新价值十大品牌。 

     

       4、推进人才战略，优化人才结构，为公司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产业布局，对现有人力资源结构做了大幅度的优化调整，并根据各区域人力资源现状特点，对在岗

人员进行了岗位素质、岗位技能摸底测试“优中选精”，提高人均效能，达到人岗匹配资源的高效整合，通过KPI指标考核分

解营造岗位压力和动力以提高岗位执行力，进而实现了人才潜能开发的高效性及岗位价值增值。发挥公司品牌影响力，实施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

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助力公司实现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5、强化技术管理，推进技术成果转化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公司着力装配式建筑配套门窗产品的研发，

并加速技术成果产业转化。公司在被动式房屋方面取得的专利已达到4项。公司以北京行政副中心项目为契机，将节能门窗

幕墙技术与装配式建筑技术相融合，实现成品化生产、装配式安装，通过加强与装配式建筑的相关单位的对接，推进产品的

规模化应用，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司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将于2017年9月到期，需要在2017年重新申请和认定。按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

公司符合各项认定要求，公司已于复审申报期内完成申报工作。 

6、光伏EPC业务取得实质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做大门窗幕墙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延伸产业布局，成立光伏事业部，通过与光伏行业内的知名企业

合作，快速进入光伏电站领域，实现光伏EPC业务合同额11.48亿元，占公司销售合同额的42.42%。公司承接的8个分布式电

站项目于2017年6月30日前成功并网发电。 

同时，结合国内光伏应用的发展趋势，依托公司在全国的市场布局和资源优势，公司已全面部署户用光伏业务的推广

工作，已在多个县市建设示范性户用光伏项目。   

7、 抓住市场调整机遇，加快行业资源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设立行业并购基金，对门窗幕墙行业、装饰行业、防火门行业、光伏行业的目标公司进行梳理，建立潜

在目标公司项目库。 

报告期内，收购嘉润集成，该公司配备专业的光伏业务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及技术团队，主营太阳能光伏、电力储能系

统清洁能源项目开发及运营管理，为公司实现在分布式光伏电站及户用光伏电站业务领域的战略布局创造了条件。 

      8、加强投后项目管理，发挥协同效应 

 报告期内，为规范已投资或者并购的子公司的管理，达到预计效益，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同时防控风险，公司加强了对控股子公司的内控管理，督促、指导控股子公司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全面

预算；制定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加强管理制度培训，使控股子公司的运营和内控符合上市公司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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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B%B7%E5%80%BC%E5%A2%9E%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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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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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期新增二级子公司 

序号 二级子公司全称 二级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1 湖南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湖南嘉寓 新设 

2 嘉寓门窗幕墙松原有限公司 松原嘉寓 新设 

3 山东嘉润集成能源有限公司 嘉润集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4 北京奥普科星技术有限公司 奥普科星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新增三级子公司 

序号 三级子公司全称 三级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1 嘉润新能源技术开发松原有限公司 松原嘉润 新设 

本期年初纳入合并范围的二级子公司18家，三级子公司4家。本期增加二级子公司4家，三级子公司1家，本期末纳入合

并范围的二级子公司22家，三级子公司5家，其中二级子公司北京嘉寓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寓门窗幕墙松原有限公司以

及三级子公司嘉润新能源技术开发松原有限公司本期未发生经济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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