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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3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18-039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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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基机械 股票代码 00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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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 呼国功 

办公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电话 0535-8881898 0535-8842175 

电子信箱 liujian@longjigroup.cn office-zb@longji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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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681,640.18 920,469,013.25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110,355.75 42,918,583.43 1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740,035.53 43,268,714.56 8.02%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565,927.65 146,751,415.91 -6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2.2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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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474,848.67 3,295,679,051.81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5,088,629.45 2,232,300,275.89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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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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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基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24% 175,771,440  质押 11,666,700 

泰达宏利基金

－民生银行－

天津信托－天

津信托·优选定

增 2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4.12% 17,122,929 17,122,929   

民生加银基金

－平安银行－

天津信托－天

津信托·优选定

增 8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9% 8,709,677 8,709,677   

郭学愚 境内自然人 1.23% 5,105,000    

民生加银基金

－建设银行－

华鑫国际信托

－华鑫信托·智

选 9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06% 4,394,071 4,394,071   

唐岩 境内自然人 0.98% 4,096,590    

五矿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3% 3,016,780    

上海舜淮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2,250,000    

李玉华 境内自然人 0.52% 2,160,400    

许丽 境内自然人 0.38% 1,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隆基集团持有公司 42.24%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张乔敏先生、张海燕女士分别持有

隆基集团 61.89%、38.11%的股权；张乔敏先生与张海燕女士为父女关系，从而合计间接持

有公司 42.24%的股份，张乔敏先生、张海燕女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以上情况外，本

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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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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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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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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 年 1-6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405.8 万辆和 1406.6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 4.2%和 5.6%，产量增速有所减缓，销量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1.8 个百分点，总体表现好于年初预期。报告期内，公司紧紧

围绕战略规划和年度工作目标，加强内部管理，遵循汽车行业节能环保与智能化制造的发展趋势，加大技改项目投入和技术

研发投入，持续推进产品技术升级，推进生产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实现绿色铸造、智能化生产，着力提升产品附加

值和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960,681,640.18 元，同比增加 4.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10,355.75 元，

同比增长 19.09%，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加强设备改造、环境治理与技术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中国制造 2025”发展战略，以年度技改项目计划为目标，继续大力践行“三改造一提高”

工程，全力打造高端制造业智能化工厂。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检测设备和智能化控制系统，关键工序实现机器换

人，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各个生产环节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通过装备的智能化改造，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劳动强度，减少劳动用工，实现绿色制造、智能化生产。同时，公司还通过加大环保整治力度，改善生产、工作环境，

全力打造标准化厂区、建设花园式工厂，创建节能环保型、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技术研发上，不断深化与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以及汽车厂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研发水平，实现“高端产品、智能生产”，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产

品需求。  

2、完善产品、市场结构，提升销售份额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报告期内，公司在加大力度服务好老客户的同时，积极开发新市场、培育新客户。通过加快新品研发、丰富产品型号、

挖掘客户潜力、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等手段，来优化市场结构，提升市场份额。国外市场继续本着“抓大放小奔高端”的销售

战略，原有老客户销售份额增势明显，产品市场占有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国内市场，不断挖掘客户潜力，发掘新客户，拓宽

产品销售范围、积累客户资源，进一步壮大客户群体，提高产品销量。 

3、加强内部管理与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从采购源头、工艺持续改进、技改项目产能释放、工序优化、物流周转、在制品循环及费用降低等方

面来加强管理，实现降本增效；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文体活动来提升全员的整体

素质。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主要完善了生产设备管理系统和采购系统的深入应用工作。通过对系统化管控的实施和完善，进

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操作的准确性，为打造信息化、智能化工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资本项目建设进度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按照建设进度有序推进。其中“高端制动盘改扩建项目”主要完

成关节机器人自动线、检测设施以及相关附属设备的预定工作；“汽车制动系统检测中心项目”主要完成了美国赛默飞直读

光谱仪、德国蔡司金相显微镜等检测设备的预定工作。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安全精密性、质量稳

定性以及配套整车厂的同步研发设计能力，使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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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燕 

2018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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