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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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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光股份 60037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原瑞涛 李国强 

电话 0917-3561512 0917-3561512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53号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53号 

电子信箱 office@baoguang.com.cn office@baoguang.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838,763,569.12 790,475,384.81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7,793,888.97 520,147,923.85 1.4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60,453.92 61,555,839.35 -47.75 

营业收入 435,686,713.92 395,287,906.81 1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81,987.66 21,265,025.23 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18,825.40 20,879,323.63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907 4.2166 增加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3 0.0902 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3 0.0902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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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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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6 63,598,436 0 无 0 

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19 33,469,000 0 无 0 

程立祥 境内自然人 5.42 12,787,000 0 无 0 

陕西省技术进步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3 4,540,287 0 无 0 

张敏 境内自然人 1.84 4,345,000 0 无 0 

顾俊明 未知 0.59 1,380,000 0 未知 /  

李尚芹 未知 0.57 1,344,500 0 未知 /  

黄剑 未知 0.46 1,091,800 0 未知 /  

李颖 未知 0.34 807,400 0 未知 /  

张娟 未知 0.33 768,945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16 年 10月 28 日，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张敏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自此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关

系。 2018年 12 月 7 日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解

除协议》，双方解除《一致行动协议》，不再一致行动，

并终止提案权和表决权的委托关系。双方不再采取共同

的意思表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按照各自的意愿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

义务。2018 年 12 月 28日，公司收到股东西藏锋泓及张

敏女士的《承诺函》，双方就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事宜补充

承诺：自双方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计算减持比例时，

西藏锋泓及张敏的持股仍按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双方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2016

年 11 月 17日，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省技术进

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

为协议签署后 36 个月，自此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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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在电真空器件国内需求放缓、

行业产能过剩、竞争烈度升级的情况下，公司围绕“运用精益生产思想，创建数字产线；挖掘内部

运营潜力，落实降本措施；聚焦外部客户需求，拓展市场空间；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激发组织活力”

的经营主线，全面把控，精准施策，稳步推进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实现了规模效益的持续增长。 

公司积极维护和开拓市场，经营规模稳步增长。在电真空器件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剧的背景

下，国内营销工作以“抢市场，保订单”为抓手，全力做好重大客户投中标工作的同时，开发新客

户数十家，实现营收贡献；国际市场通过把握外贸政策，跟进服务，东亚市场实现大幅增长。另外，

公司通过合理授权，资源调配，气体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电气配件相关业务获施耐德供应商资质，

订单量增加，子板块业务辐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着力提升生产组织效率，进一步发挥产能潜力。公司发起实施“坚强供应链”项目，强化零件

保障能力；组织实施精益改善、技术改造、工业化信息化融合项目多个，集约化提升产能水平；技

术质量系统通过过程质量成本管控，产品质量稳定提升，订单履约能力增强。上半年，灭弧室、固

封极柱订单准时交付率同比均保持增长，分别达到 99.52%和 99.68%。 

深挖成本潜力，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公司于年初确定了不同专业路径的降本工作组，在技术研

发、生产采购、节能降耗、期间费用等领域深入推进降本工作。本报告期公司的可控成本和费用均

有下降。 

加强干部职工队伍建设，为企业聚集能动力量。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对中层干部进行多轮次履

职能力、业务能力培训，干部的综合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实施技术人员职业生涯管理，打通了技术

人员职业成长通道，充分激发技术队伍创新欲望和能力；设立多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发挥技能人才

传帮带作用，培养宝光工匠。人力队伍建设为公司新业务、新业态开展储备了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68.67 万元，同比增长 10.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48.2万元，同比增长 5.72%。收入利润同时增加，是上半年公司产品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

主要原材料价格平稳，子板块业务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齐心协力，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平稳上升。但是，灭弧室市场总需求放缓，

竞争恶化趋势明显，灭弧室产品成本管控诉求将越发强烈。下半年公司将继续贯彻执行公司既定工

作主线，坚持“主业突出，相关多元”经营思路，维护好灭弧室国内、国际市场，扎实推进降本增

效。同时，支持和引导子板块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加强投融资并购团队建设，结合自身优势，把

握市场趋势，通过投融资、产业并购等方式在智能制造、泛在电力物联网、工控大数据、新能源、

新材料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而努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3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

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2017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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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本

公司已按照通知编制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9 年财

务状况，2019 年及以前期间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李军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