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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0                           证券简称：高盟新材                           公告编号：2018-032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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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盟新材 股票代码 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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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向前 邓娜学 

办公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工业区 14 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工业区 14 号 

电话 010-69343241 010-69343241 

电子信箱 zqb@co-mens.com zqb@co-me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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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2,561,476.70 326,906,513.93 5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541,195.85 17,594,557.33 1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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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4,565,847.08 16,049,640.88 11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561,267.37 -30,178,208.22 287.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0 0.0675 1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40 0.0675 1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2.22%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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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272,295.94 1,730,430,765.69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0,880,080.83 1,455,469,119.18 -1.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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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4% 62,139,600 0   

北京燕山高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0% 25,542,000 0 质押 19,670,000 

广州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3% 14,403,292 14,403,292   

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 11,103,699 11,103,699   

唐小林 境内自然人 3.33% 8,689,676 8,689,676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95% 7,682,174 7,682,174   

王子平 境内自然人 2.24% 5,850,000 4,387,500   

北京壹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壹人资本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7% 5,657,648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2.03% 5,300,303 0   

胡余友 境内自然人 1.98% 5,172,330 5,172,3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王子平为北京燕山高盟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高金

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唐小林、胡余友为一致行动人。 

2、除以上说明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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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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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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走“做精、做强、做大”的企业发展之路，顺应国家宏观政策和环保趋势，坚持环保高效生产工艺的

提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着重无溶剂产品的研发和系列化，持续拓展无溶剂产品在新兴市场应用领域的适用性，积极

提高无溶剂型产品占比；坚持克服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的不利影响，努力提高技术水平，积极拓展产品市场份额。同时公司

在董事会和高层领导的带领下，强抓内部管理，梳理包括战略、人力资源等方面管理及制度、内控等，优化资产，合理调配

资源，强化内部管理，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坚固基础。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256.15万元，同比增长17,565.50

万元，增幅为53.73%；实现营业利润5,017.35万元，同比增长3,041.23万元，增幅为153.9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4.12万元，同比增长1,994.66万元，增幅为113.37%。 

研发方面：1、包装领域：（1）公司无溶剂复合粘合剂在铝箔水煮和铝箔高温蒸煮领域取得了突破，在单组分无溶剂粘

合剂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面对包装印刷行业环保压力越来越大，公司推出在铝箔水煮和铝箔高温蒸煮领域无溶剂复合粘合剂，

并大力发展单组份无溶剂粘合剂，适合于纸或无纺布与各种基材的粘结，进一步扩展了环保型无溶剂复合粘合剂的应用领域；

（2）为了满足客户对复合粘合剂产品的多样化、高功能化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成功推出了系列化特种复合粘合剂产品，在

特种食品包装、药品包装、建筑建材、电子包装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3）面对塑料印刷行业环保越来越高的要求，公

司开发出单一溶剂油墨连接料产品和水性油墨连接料产品，正在逐步稳健地推向市场，报告期内持续跟踪客户应用测试，为

产品进一步推向市场提供产品应用技术支持；针对现阶段油墨连接料树脂成本较高的市场现状，公司推出低成本凹版里印油

墨连接料产品，报告期内通过了客户的应用测试，并已开始批量使用。 

2、交通运输领域：（1）汽车用胶：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并推出一系列高端产品如高性能双组份聚氨酯弹性密封胶、双

组份高强度聚氨酯结构胶、杂化类粘接胶等，不断满足客户对各种基材、各种新工艺的需求。随着新能源化、车身轻量化、

环保等要求越来越高，新的工艺层出不穷，公司产品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产品目前已在多家客车厂成功应用，并在行业领

军企业得到认可。（2）高铁用胶：公司推出的耐低温客运专线用扣件系统弹性垫板组合料与行业内知名企业联合送检通过

了CRCC认证，并与行业内顶尖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并开始批量验证，有望取得重大突破。 

3、建筑及节能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着重无溶剂型胶粘剂在集成式房屋建设、草坪铺装、外墙节能技术、门窗节能技

术、屋顶节能技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领域的研发。目前，建筑及节能领域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应用范围尤其广泛，更多应

用于民用市场的环保型产品如热熔型等胶粘剂在不断研发和推出。 

销售方面：1、包装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环保因素影响，克服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等不利

因素影响，仍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更加坚定大客户战略，保证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提高公司大客户占比以及单一大客户使

用高盟产品的占比。顺应国家环保形势，无溶剂产品持续取得了快速增长，销售额与去年同比增长94%；功能性粘合剂实现

快速增长，包括药包用粘合剂、耐苛性粘合剂等均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 

2、交通运输领域：报告期内一些新型技术产品应用领域势头喜人，在汽车制造等领域实现业务新突破，市场前景值得

期望，公司研发并推出一系列高端产品如高性能双组份聚氨酯弹性密封胶、双组份高强度聚氨酯结构胶、杂化类粘接胶等，

在客车和乘用车行业取得重大突破，国内排行TOP10中的客车客户大部分已成为我公司的正式客户,在乘用车市场也开始取

得突破，一些重要客户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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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及节能领域：报告期内，在建筑密封胶、结构胶方面，公司已与国内pc集成房屋渠道完成初步布局，逐步扩大

高盟品牌市场占有率，打破重点项目行业外资品牌大份额的垄断。人造草坪胶产品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有稳定增长，国内市

场受国家环保影响，经济发达区域开始关注并明确用胶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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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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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未产生影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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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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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30号），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和财会〔2017〕30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在营业外

收入的金额 

上期列报在营业外

支出的金额 

1.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520,000.00 — 520,000.00 — 

2.资产处置损益列报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 186,962.97 -4,217.07  0 4,2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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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