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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号：2017-037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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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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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玻璃   股票代码 3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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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臻  -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叠金工业区 - 

电话 0754-82514288 - 

电子信箱 linz@golden-glass.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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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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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661,894.16 144,161,128.08 3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21,359.51 646,492.82 1,34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182,769.48 131,549.43 6,88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664,148.31 17,508,077.89 52.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2 0.0029 1389.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2 0.0029 1389.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0.34%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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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757,304.75 1,279,143,338.74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3,193,112.60 873,061,647.74 1.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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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伟广 境内自然人 11.24% 24,287,100 0 质押 21,287,099 

拉萨市金刚玻璃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2% 23,154,900 0 质押 23,150,000 

龙铂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24% 6,992,399 0   

广州市创势翔投

资有限公司-国

创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5% 4,417,300 0   

董德容 境内自然人 1.12% 2,422,018 0   

缪克良 境内自然人 1.06% 2,293,219 0   

李润祥 境内自然人 1.02% 2,200,000 0   

北京元和盛德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2,000,000 0   

余国燕 境内自然人 0.68% 1,460,000 0   

殷宇 境内自然人 0.61% 1,319,79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罗伟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287,100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 股，合计持有 24,287,100 股；2、广州市创势翔

投资有限公司－国创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17,300 股，合计持有 4,417,300股；4、

董德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2,422,018股，合计持有 2,422,018 股；4、缪克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3,559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89,660 

股，合计持有 2,399,219 股；5、李润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00,000股，合计持有 2,200,000股；

6、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股，合计持有 2,000,000 股；7、余

国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460,000股，合计持有 1,460,000股；8、殷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19,795股，合计持

有 1,31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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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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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凭借多年的研发积累，依托国家政策的有利环境，抓住行

业发展机遇，大力推进生产经营，完成了既定的经营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2,661,894.1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3.64%；营业利润11,362,141.84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34.91%；利润总额11,536,780.0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28.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9,310,609.9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42.54%。公司总体经营指标完成良好，开展了如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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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通过技改创新，加大研发力度，促使公司产品工艺的快速升级。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成品

率均获得提高，并不断加强研发体系和研发能力建设，并以研发中心为平台，以核心技术产生核心产品，

通过技术领先来保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金刚防火钢型材系统有限公司研

制的金刚FPW60系列塑钢耐火窗产品凭借优秀的产品质量与技术创新，荣获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塑料门

窗委员会评定的中国塑料门窗行业“推广应用优选产品”。 

2、原材料的上涨对玻璃深加工业务带来一定的影响。公司注重经营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选择性

接单从而提升公司订单质量。同时，公司通过加强供应商管理、实施比价采购、优化物流管理等一系列精

益化管理措施，加强与国内大型生产商、供应商建立较为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从而减少原材料上涨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 

    3、公司持续加强品牌管理，在“金刚品牌”的大平台下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形成规模经营，打造

一体化采购和销售的模式，实现外部、内部资源共享，对外形成销售统一形象。坚持品质至上，提升品牌

优势，不断通过质量、诚信和服务来打造品牌，展示出公司的技术软实力、产品硬实力和服务真实力，有

效巩固了公司的品牌地位和美誉度。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强大的品牌效应和自主自强的创新精神荣获2017

年度中国门窗幕墙行业“建筑玻璃首选品牌”。  

   4、报告期内，在继续做大做强玻璃深加工业务的基础上，为推动公司多主业协同发展，公司积极推进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Onwards Media Group PTE. LTD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拟借助资本市场并购优

质企业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综合实力，促进上市公司业绩持续增长，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5、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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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完善信息披露，促进互动交流，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同时，公司为深入贯彻落实依法全面从严监管要求，帮助投资者了解证券期货法规知识，提升风险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按照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关于开展辖区“投资者保护·明规

则、识风险”专项宣传活动的通知》（证监办发【2017】32号、广东证监发【2017】21号）要求，在全公

司范围内组织开展“投资者保护·明规则、识风险”专项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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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5号），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12日新增的政府补助本公司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了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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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对本报告期各报表项目不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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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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