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18-046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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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诚精密 股票代码 00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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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志强 刘玉伦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

6 号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

6 号 

电话 0537-3956829 0537-3956905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lmc-ind.com zhengquanbu@lmc-i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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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959,605.16 291,389,641.17 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04,147.76 23,669,156.60 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596,763.48 23,640,714.68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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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71,757.68 4,407,546.07 -353.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9 -12.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9 -1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9% 5.5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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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401,750.16 1,149,941,121.06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2,155,745.69 652,412,156.83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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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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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元强 境外自然人 24.30% 19,440,000 19,440,000   

翠丽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00% 7,200,000 7,200,00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7% 6,612,000 6,612,000   

鲁证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24% 4,188,000 4,188,000   

秦福强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3,900,000   

秦同义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3,900,000   

秦同河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3,900,000   

秦同林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3,900,000   

上海艺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 3,000,000 3,000,000   

济宁英飞尼迪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1,200,000 1,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郭元强通过 INNOVISION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翠丽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

秦同义与秦福强系父子关系；秦同义与秦同林系兄弟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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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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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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通过持续加大内部技改力度，提升设备的自动化水平；通过加强生产现场管

控、成本控制来保证产品质量，更好的服务客户；通过拓展与国际大型企业集团的合作，来保证订单供应，扩大销量，实现

了公司的稳健发展。 

（一）报告期整体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195.96万元，同比增长10.49%；利润总额3,336.23万元，同比增长11.15%；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10.41万元，同比增长14.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59.68万元，

同比下降21.34%。 

   （二）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分析 

1、营业收入增加3,057.00万元，同比增长10.49%，主要得益于零部件客户及整机项目销售增加。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减少504.40万元，同比下降21.34%，主要影响因素是毛利率下降，其

中：（1）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2018年1-6月收入平均入账汇率美元兑人民币为6.37，上年同期为6.89，人民币升值导致销

售毛利率下降；（2）主要材料价格上涨影响：2018年上半年生铁、废钢、铝锭等主要原材料成本上升，其中生铁采购价格

同比上涨12.13%，废钢采购价格同比上涨27.54%，铝锭采购价格同比上涨7.72%；（3）五险一金、折旧等固定成本上升、

销售结构变化也是导致销售毛利率下将的重要原因。另外，研发费用、员工薪酬福利等增加导致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从而导致营业利润下降。 

     （三）持续加强市场开拓，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主营业务多品种多客户不动摇，坚持走高端路线，充分发挥公司产业链优势和与国内外客户多年的合作经验，成

功开发了多家新客户，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农业机械、市政环卫机械、机电自动化等整机业务板块产

品已形成系列，以高质量占领市场，加快了公司由零件向部件、整机拓展的步伐。 

（四）稳步推进产能升级，提升自动化水平 

公司围绕包含募投项目在内的产能升级项目的稳步推进实施，持续提升生产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生产设备，并在铸造、加工、清理等环节进行自动化改造，提升了生产效率，改善了生产环境，为实现绿色制造、智能

化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充分发挥技术中心等技术研发平台的引领作用，提升公司的研发、创新水平，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满足日益提

升的产品需求；同时利用先进的检测设施，推进公司在应用上实现创新引领，目前公司拥有专利48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

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六）加强公司规范治理，持续推动管理变革 

公司不断健全内控制度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确保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在各自权限范围内规范、

高效、科学运作。同时，公司紧密围绕战略发展目标，持续推进管理变革，优化组织结构和部门职责。通过事业部改革，提

高组织运营效率，调动了各方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升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保障公司快速健康发展。 

（七）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强化与投资者互动交流 

公司通过证券专线、专用邮箱、深交所互动平台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向投资者介绍已经披露的信息内

容，耐心倾听、解答投资者疑问，对投资者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传达。让投资者对

公司的经营管理及战略发展方向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与投资者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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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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

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

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

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

“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审批 持续经营净利润、终止经营净利润。影响金额：（1）2018年

上半年度持续经营净利润27,111,593.56元，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元；（2）2017年上半年度持续经营净利润22,180,735.47

元，终止经营净利润0.00元。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

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

调整。 

董事会审批 财务费用、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影响金额（1）其他收益

12,709,355.92元，营业外收入-12,709,355.92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

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

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审批 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影响金额：（1）

2018年上半年度资产处置收益-2,120,002.52元，营业外收入

-5,,482.00元，营业外支出-2,125,484.52元；（2）2017年上半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48,,705.75元，营业外收入-24,354.88元，

营业外支出-73,060.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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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元强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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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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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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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