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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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

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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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普林 股票代码 00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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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晓华 吴彦丽 

办公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海路 53 号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海路 53 号 

电话 022-24893466 022-24893466 

电子信箱 ir@tianjin-pcb.com ir@tianjin-pc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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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18,790.67 205,634,104.85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38,109.15 -8,104,776.37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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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586,402.37 -8,932,099.05 -1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78,269.69 12,334,903.56 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1.9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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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555,664.70 634,252,726.50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9,030,745.41 437,768,854.56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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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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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5% 62,314,645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8% 50,338,900    

苏明 境内自然人 3.43% 8,443,70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3,380,200    

石璐瑶 境内自然人 1.13% 2,769,200    

李敬修 境内自然人 1.07% 2,638,679    

王玉 境内自然人 0.97% 2,389,400    

天津经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1% 1,746,486    

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1,486,500    

李丹 境内自然人 0.59% 1,444,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经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天津市国资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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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一致行动人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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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电路板作为“电子产品之母”，下游应用领域覆盖消费电子、通讯设备、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工

控设备、航空航天等社会经济众多领域，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2018 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放

缓，我国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健增长，GDP 增速达到 6.8%。据 Prismark 预计，2017-2022 年全球 PCB 将维

持 3.2%的复合增速，我国将实现 3.7%的复合增速，领先于其他区域。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91.88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0.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亏损 873.81 万元，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63.33 万元，亏损幅度较上年同期增加 7.81%，但产

品的毛利率水平有所提升。上半年公司主要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下： 

    （1）强化品质管控，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 

高品质管理的本质在于预先性的管理与控制。公司遵循“质量是生产出来的”的品质理念，加强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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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尤其是一线生产员工的质量意识培训，从每一道生产工序深抓一次合格率。在原材料环节，严格执行

进料检验，严守品质源头。在生产环节，设备动力部门严格执行日常点检及定期保养，保证生产设备安全、

稳定、有效运转；品质部门与技术部门针对客户对产品质量的新要求及产品质量的瓶颈问题，不断优化完

善生产工艺；生产部门在执行 6S 现场管理的同时，严格执行工艺设定及工作指导，保证生产的一次合格率。

在产品反馈环节，针对生产中产生的不良，多部门联合查找问题根源并进行消除，杜绝类似问题的重复出

现。公司通过抓材料源头、抓过程控制、抓工艺优化为重点，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进一步提升了客户满意

度。 

    （2）细化定额管理，持续推进精益管理 

     在竞争激烈的 PCB 行业，定额管理成为节能降耗、提高效益的重要管控工具。在生产、技术、企划

及财务等多部门的联合推动下，公司不断深入细化生产工艺定额管理，对全部物料（主材及辅材）的管理

从工序成本核算细化到工序定额及设备定额，依靠 ERP 数据的监控，实现工序物料的准确采购、发放与使

用，及时识别异常消耗进行分析与应对，实现对生产流程的全面管理、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持续推进精益

管理。 

（3）抓实安全环保，逐步构建长效机制 

公司作为制造型企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红线意识，

以事故隐患防控为主线，以责任制落实为基础，以安全宣教和隐患排查治理为重点，以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建设为抓手，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公司持续加大环保投入，保证环保设施高效、稳定运行，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清洁生产，逐步构建安全环保作为长效机制，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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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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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曲德福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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