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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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华鹏 6030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永建 孙冬冬 

电话 0631-7379496 0631-7379496 

办公地址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68号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68号 

电子信箱 hplyj@huapengglass.com hp577@huapengg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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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261,602.31 2,915,499,728.27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31,563,164.83 1,343,514,991.76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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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75,427.53 28,794,877.96 -20.56 

营业收入 373,199,750.45 399,445,617.53 -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951,826.93 2,981,653.34 -50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759,345.20 -9,272,006.83 -48.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9 0.22 减少1.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1 -5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1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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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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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张德华 
境内自

然人 
33.69 107,803,056 4,372,196 质押 100,000,0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54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7 12,063,941 0 无 0 

芜湖瑞尚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7 11,424,260 0 无 0 

上海财通－中信证券－财

通资产－磁峰·富盈定增 1

号特定多个客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03 9,686,121 0 无 0 

深圳市江河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1 7,056,547 0 质押 7,056,547 

张刚 
境内自

然人 
1.35 4,313,140 0 质押 4,313,140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小村产业升级私募投

资 8 号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5 4,014,644 0 无 0 

王立军 
境内自

然人 
1.12 3,588,583 0 无 0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浙商

期货旭日 1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7 3,436,620 0 无 0 

王祖通 境内自 0.88 2,827,500 0 无 0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张德华与张刚系父子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

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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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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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经贸摩擦日益加剧，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整体工作思路和目标任务，以内

生增长，加强改革创新，加快技术改造为切入点，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聚焦

品质提升，适应市场变革，推动精益管理，提升管理效率，构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竞争能力，推

动企业稳步健康发展。 

（一）改进完善生产工艺，技改创新优化产品结构 

为提高产品质量，适应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对器皿一车间老线进行

升级改造，本次改造重点倾向于平底杯、醒酒器和大花瓶等产品，其中多个产品将填补公司空白，

为公司增添花色品种，提升产品档次，形成各类产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产品格局，打造新的

利润增长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公司产品轻量化工作的推进，江苏石岛针对小口压吹产品试制生产线存在的制约因素，

通过收集小口压吹成型资料，多次组织生产技术人员对小口压吹工艺进行交流、讨论与分析，逐

项梳理，逐项落实，确定关键参数，最终一次性突破小口压吹生产工艺难关，填补了公司此项技

术的空白，丰富了技改创新成果，标志着公司在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和掌握方面又有一个质的突

破，为公司产品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提供技术保障。 

（二）拓宽营销推广渠道，强化市场全力助力营销 

稳步拓展线下营销网络，完善渠道布局。器皿销售根据区域性销售市场情况，进一步巩固与

传统客户的伙伴关系，全力拓展内贸外贸销售资源，深耕二级市场，下沉营销渠道，利用国内外

展会，推广美酒文化，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产品形象，充分展示企业品牌实力，构建高效营销平

台。 

积极拓宽线上营销渠道，增强营销效果。公司借助天猫、京东平台线上活动与终端消费者保

持互动，继续加大品牌形象宣传力度，传播公司企业文化、品牌知识，培育消费者品牌忠诚度，

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扩大品牌知名度，调整优化公司业务结构，综合规模效益逐步凸显。 

瓶罐销售继续坚持国内、国际市场并举，以巩固传统客户为重点，深挖国内潜在客户，拓展

扩大客户需求，有效开发国际潜力市场，继续稳定扩大出口；强化市场监管，各销售区域业务人

员明确重点区域、重点市场，实现部分区域重点突破和攻关，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高档产品；抓



好营销队伍建设，提升营销水平，探索制订销售人员新的薪酬方案，进一步提高销售人员工作积

极性，全力调动一切资源助力营销。 

（三）有序推进精益管理，提升管理发扬创新思路 

为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率，公司稳步有序推进 5S 精益管理，公司上下高度重

视，全员参与，围绕生产、成本、安全、质量、人员等方面，初步形成精益管理与公司实际相结

合的管理模式，精益管理组织框架与推进方式逐步完善。 

全面增强责任意识，基层领导率先垂范，不论是管理人员、操作人员、技术人员都主动投入，

不断寻找问题并分析改进，公司还对精益管理改善效果好的项目予以奖励，通过高层宣讲、外请

专家、拓展知识等系统培训，初步形成一套培养、考核制度及流程的实践与探索，有利于进一步

培养创新管理思路，提高员工创新能力，增强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改善动力，逐步使精益管理

活动转变为员工的自觉工作习惯，促进精益管理成果多点开花。 

完善公司内部全面预算管理体制，通过 ERP 系统，加强财务预算、业务预算、资本预算、筹

资预算管理，明确考核部门，具体考核内容，增强预算的有效性与准确性，实现公司资源优化配

置，并努力探索全面预算管理与精益管理的有效整合，进一步提升内生增长动力，提高经济效益。

公司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无一不彰显了公司层面有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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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颁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及其解读，本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

相应调整。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元） 

（2018年 6月 30 日） 

将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合并

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工程物资       -2,536,459.07 

在建工程        2,536,459.07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

他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

款项目。 

应付利息       -1,120,906.3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20,906.38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元） 

（2018年 1-6 月） 

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

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

项目。 

管理费用      -13,294,413.77 

研发费用       13,294,413.77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元） 

（2018年 6月 30 日）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

他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

款项目。 

应付利息         -818,342.39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818,342.39 

 

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元） 

（2018年 1-6 月） 

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

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

项目。 

管理费用       -7,202,073.39 

研发费用        7,202,073.39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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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