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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号：2018-067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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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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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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00,107,635.40 192,661,894.16 192,661,894.16 5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05,304.71 9,321,359.51 9,321,359.51 2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980,925.17 9,182,769.48 9,378,589.08 2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66,266.19 26,664,148.31 26,664,148.31 -2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1 0.0432 0.0432 27.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1 0.0432 0.0432 27.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1.06% 1.06% 0.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574,747,152.22 1,350,757,304.75 1,542,730,309.02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4,604,957.19 883,193,112.60 895,460,381.16 1.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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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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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54,900 

罗伟广 境内自然人 10.45% 22,565,000 0 
质押 22,565,000 

冻结 22,565,000 

黄培君 境内自然人 4.95% 10,698,974 0   

龙铂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24% 6,992,399 0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一华鑫信

托·价值回报 2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1% 1,970,700 0   

谢柳君 境内自然人 0.67% 1,445,100 0   

殷宇 境内自然人 0.59% 1,274,795 0   

余国燕 境内自然人 0.46% 1,000,000 0   

程忆春 境内自然人 0.40% 872,815 0   

张建雄 境内自然人 0.37% 79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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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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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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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证券账户持有 1,274,795股。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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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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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日期 2018年 06 月 08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05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年 06 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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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以及深厚

的技术实力，强化生产经营，完成了既定的经营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107,635.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77%；；营业利润14.069,152.92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21.26%；利润总额14,015,909.1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928,187.24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27.72%。公司经营指标完成良好，开展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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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通过技术改造，对各生产线进行产能优化，对吴江及汕头两个生产基地产能进行优化调整，进而满足订单需求。 

4、公司时刻关注全国各大省市的老旧建筑改造项目进展情况，并且积极参与招投标工作。 

5、公司加强品牌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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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历时较长，且重组审核期间内监管政策发生一定变化，为配合并快速推动公司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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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发展，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10日和2018年3月28日召开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并于2018年4月1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8】199 号）。 

7、公司通过舆情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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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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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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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