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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3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1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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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玻股份 股票代码 0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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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敏 王鑫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 20 号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 20 号 

电话 0379－65110505 0379－65110505 

电子信箱 beibogufen@126.com beibogufen@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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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548,903.92 445,602,179.60 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79,723.67 63,143,867.51 -10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243,737.25 -21,209,441.52 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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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56,486.65 -19,337,968.80 109.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2 0.0674 -109.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2 0.0674 -10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4.32%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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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505,521.64 1,959,962,936.32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5,073,816.80 1,483,342,896.27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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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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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明 境内自然人 54.23% 508,201,421 381,151,066   

冯进军 境内自然人 4.81% 45,081,991 0   

高学林 境内自然人 3.57% 33,462,159 33,462,159   

史寿庆 境内自然人 0.75% 7,065,317 7,065,317   

张媛 境内自然人 0.47% 4,400,000 0   

白雪峰 境内自然人 0.43% 4,040,778 0   

蔡永其 境内自然人 0.41% 3,849,390 0   

袁东红 境内自然人 0.39% 3,700,000 0   

方立 境内自然人 0.38% 3,585,072 0 质押 2,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7% 3,493,6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 10 名股东中，高学明、冯进军、高学林为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袁东红所持股份为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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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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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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行业内竞争态势日益加剧。公司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党

建促进企业经营发展，稳中求进、锐意进取，通过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围绕创新驱动、和谐发展通过优化管理体

系与资产配置，健全各业务板块目标管控，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等举措，保持公司运营总体平稳。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生产经营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支柱产业玻璃深加工设备中玻璃深加工钢化机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1.82%,实现产销两旺，单月生产交

货量创下历史新高，销售回款进度持续良好。顶级系列钢化机组成功交付业内知名企业客户，级系列钢化机组配置了行业新

技术出炉温度智能控制技术，可以通过即时检测机组内玻璃实际温度以模拟计算控制玻璃加热结果，该项技术及设备并得到

了客户的高度好评。风机产品延续上年度增长势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64%。自主研发生产的仓储预处理连线交付国际

知名企业客户使用并获好评，其中包含公司自主研发的GMES系统、自动掰片等设备，自动分片系统每天开工时只需输入加

工任务单，实现全程无人工化操作，完美替代了原有加工模式。 

深加工玻璃产业，坚持高端路线、差异化特色，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78%，市场占有量不断提升，完成如以下案例工

程：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玻璃幕墙系统九曲弯转波纹深加工玻璃、oppo北京超级旗舰店的超大版结构节能深加工建筑玻

璃、华为深圳天安云谷店品质幕墙玻璃等项目。公司坚持高端路线的同时，将内部上海镀膜事业部及洛阳玻璃事业部进一步

资源整合，专业化管理成立镀膜玻璃事业部，整合后首月镀膜玻璃月产销量随即创下历史新高达44万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

镀膜玻璃事业部使用的生产设备为公司2008年就自主研发的第一条镀膜生产线，迄今不但平稳运行11年，而且还在不断的刷

新设备产销量记录。 

报告期，公司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安全生产”的精神，全面布置，深入组织，认真扎实，注重实效开展了系列活动。进

一步强化了干部职工对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完善了安全管理机制，检查、堵塞了死角和漏洞，提高了安全生产的质量水

平。并邀请职业培训老师到公司讲解安全生产培训课程，理论教学内容包括安全法律法规、安全生产责任制、员工工作纪律、

劳防用品正确使用、消防安全相关培训等；逐步提升员工的知识结构，增强安全意识，确保生产安全及质量，养成敬业精神

和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从而提高生产水平和员工综合素质。 

技术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创新研发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掌握关键技术点，实现公司和客户利益最大化。同时创新研发结合市场

需求、技术发展趋势、流程与产品标准化和政策导向，为客户提供不限于产品本身的整体解决方案，提前布局技术发展方向。

公司新增授权专利16项，其中发明5项，实用新型11项。公司的研发项目包括高产能超长连续式玻璃钢化机组的研发、大型

多曲率异形玻璃弯钢化机组的研发、高产能超长连续式玻璃钢化机组的研发、一种多功能制镜镀膜设备、玻璃钢化机组新型

风栅研发、智能高效节能三元流离心风机研发、立式外循环高温风机研发、钢化炉用高压大流量风机研发、高温彩釉玻璃双

色套印工艺、组合S型曲面中空玻璃、热质变色节能玻璃、双曲面钢化玻璃的研发等40余项，研发投入2400余万元，有力支

撑了新产品的持续研发能力。 

品牌与企业文化建设方面： 

公司以“Super! New! Attractive! Precise!”为主题，参展第三十届中国玻璃展，展示出了超级弯钢玻璃、全新北玻温控模

块、阴极端头及磁棒等展品，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北玻股份在创新发展上的新突破。并以极致的创新态度，精湛的加工工艺，

为70多个国家的3万多名专业观众展示其发展创新的成果，从各个维度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创造”的魅力。展台中心位置矗立

的8米超大弧长弯钢化玻璃这块集北玻钢化设备研发制造水平和玻璃深加工技艺于一体的超级玻璃一经展出，立刻成为全场

瞩目的焦点。2019中国玻璃产业发展年会暨第六届“金玻奖”颁奖盛典（ACCGI2019）中，公司斩获“金玻奖”匠心企业，“玻

璃机械设备”创新力品牌，“建筑玻璃”创新力品牌三项大奖； 2019年美国建筑师分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AIA)

天津北玻受邀参加了2019年AIA建筑设计颁奖仪式，并在颁奖开始前做了关于创新型建筑玻璃的主题演讲；2019中国房地产

500强测评成果发布会上发布了第十届《2019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测评报告》及《2019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首选

供应商服务商品牌测评报告》，公司入围“2019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首选供应商品牌”前三名。 

公司组织近550名一线员工，涉及电焊工、数控车、数控铣、配线电工等16个工种，进行技能比武，发掘一线员工中那

些精益求精的“北玻工匠”，创建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工作氛围，为基层员工提供自我展示的平台，构建和谐企业关系、凝

聚员工智慧。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上海北玻“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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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产业结构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北玻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份进行调整并增资，其注册资本6,500万元，公

司持有其87.92%的股份，并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北玻自动化的项目及产品符合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和公司的长远发

展需要，与公司现有主业紧密相关，符合公司产业整合、产业提升和产业延伸的发展战略。可以更进一步促进项目的顺利实

施，从而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提高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与北京联东金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直接持有的北京北玻36%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东,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 6,336 万元，该股权在2018年度末已调整至公允价值6,3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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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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