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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0                           证券简称：高盟新材                           公告编号：2019-049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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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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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431,139.44 502,561,476.7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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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576,987.51 37,541,195.85 13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9,151,482.62 34,565,847.08 15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4,948,019.49 56,561,267.37 19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59 0.1440 133.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59 0.1440 13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6% 2.55%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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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165,714.70 1,768,265,915.79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4,782,641.49 1,516,888,519.89 2.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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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 62,139,600 0   

青岛高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95% 23,871,212 0 质押 19,669,999 

广州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0% 14,403,292 14,403,292   

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6% 11,103,699 11,103,699   

唐小林 境内自然人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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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7,682,174 7,682,174   

王子平 境内自然人 2.46% 6,550,000 5,0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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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5,969,100 0   

胡余友 境内自然人 1.94% 5,172,330 5,172,33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84% 4,917,66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王子平为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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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东谢仁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58,613 股外，还
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259,048 股，实际合计持有 4,91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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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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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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益于原材料价格回调，公司产品毛利率逐步回归到合理水平，同时公司坚持和延续上年度业务整合和资产

优化的方针，改善应收账款和存货库存管理，合理调配资源，控制财务和运营费用，使得公司净利润有较大幅度提升。公司

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提升技术研发水平，督促技术创新突破和新型领域的拓展，保持技术领先水平。加大员工培训力度，提

升员工的整体素质，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运营效率。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143.11万元，同比减少2,113.03万元，

降幅为4.20%；实现营业利润11,112.71万元，同比增加6,095.36万元，增幅为121.4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57.70

万元，同比增加5,203.58万元，增幅为138.61%。 

研发方面：1、包装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一体化无溶剂型复合粘合剂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塑塑水煮结构以及塑

塑蒸煮结构，具有高剥离强度、良好的耐热性，并具有低摩擦系数。公司无溶剂复合粘合剂在铝箔水煮和铝箔高温蒸煮领域

具有更优异的耐热性和耐介质性能，可耐苛刻的添加剂乙基麦芽酚。耐水解复合粘合剂在耐水解和胶层柔韧性方面实现了完

美结合，大大提升了产品的应用性能，得到了标杆客户的认可和好评。报告期公司成功推出醇酯溶表印、柔印系列油墨连接

料产品，目前已经在国内及海外客户得到了认可和广泛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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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逐步推向市场，报告期内持续跟踪客户应用测试。公司推出的低成本凹版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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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在多家大型客车和乘用车厂试用一系列高性能创新产品，如双组份高强度聚氨

酯结构胶、多功能双组份弹性粘结胶、PP材质粘接胶、耐高温密封胶等，目前部分产品已经批量供应，部分产品已在客户

试用成功，进入供应商流程，该系列产品主要满足了环保改善要求和车辆轻量化要求，公司后期还将继续根据客户的新需求

开展技术合作。公司在车用环保型内饰胶水、环保型喷涂材料、反应型热熔胶等领域，已经开始客户推广，争取后期打开一

片市场。高铁用胶方面，公司推出的耐低温、耐疲劳客运专线用扣件系统垫板通过了行业内重要的检测，在长达一年的长期

跟踪测试中表现优异，该测试结果获得行业专家的一致认可。另外，其他用途的聚氨酯弹性垫板取得了较大进展，可以及时

应对未来铁路线路上的新需求。车用塑胶零配件方面， PE烘干收纳架、裁切机、防水膜与吸音棉焊接机、复合机项目开发

完成，正在试验中。机器人涂装工作台、用于发泡产品成型的料枪项目开发完成，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3、建筑及节能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的无溶剂胶粘剂包括无溶剂聚氨酯结构胶、聚氨酯热熔胶、聚氨酯建筑密封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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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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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产品已经在市场推广，客户反应良好。 

销售方面：1、包装领域：报告期公司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持续推进大客户战略并提高价值

客户的权重。在传统包装领域调整产品结构，功能型溶剂胶的销量取得了大幅增长。公司在上半年推出的通用聚酯型一体化

无溶剂粘合剂，已经在多个客户批量使用，市场前景良好；同时在药包用粘合剂、耐苛性粘合剂领域继续深耕，取得积极进

展。反光胶系列产品在上半年销售中呈现快速增长。在非传统领域市场积极创新拓展，响应国家环保政策，高科技防伪技术

实现新突破，水性树脂印钞防伪技术成功应用，替代溶剂型产品，并实现快速增长。新能源锂电池铝塑膜用粘合剂在推广期

内实现销量稳定增长，并保持较好势头。 

2、交通运输领域：报告期内，汽车胶方面新开发国外主机厂客户，国内的主机厂客户数量也在持续增加。公司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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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电池胶等，在客车和

乘用车行业实现业务新突破，已经取得了国内客车行业领军企业的技术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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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可期。公司推出的耐低温、耐疲劳客运专线用扣件系统垫板通过了行业内重要的检测，为后期供

货打下坚实的基础。车用塑胶零配件方面，报告期完成部分客户的产品定点、试装，部分客户审核通过及实现量产供应。 

3、建筑及节能领域：受环保理念的影响，建筑及节能领域市场需求量加大，市场推广以北上广重点区域为主逐步加快

市场布局，以MS和聚氨酯系列产品为主深入市场。新能源结构胶已逐步在各领域标杆客户中推广试用。草坪胶受中美贸易

战影响2019年上半年毛利以及市场形式严峻，重点客户已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导致了产品以及合作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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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

下简称“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了修

订；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企

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财会[2019]8号、财会[2019]9号相

关规定，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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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