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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0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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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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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固股份 股票代码 0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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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永华 骆向峰 

办公地址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 1181 号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公园西路 1181 号 

电话 0571-63133920 0571-63133920 

电子信箱 yonghua.ni@jgwheel.com xiangfeng.luo@jgwh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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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102,591.82 1,463,365,000.48 -2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967,391.90 84,216,529.79 -3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0,477,009.78 70,809,363.40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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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798,184.66 -526,057,591.49 7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 2.0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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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9,202,513.99 7,278,581,125.32 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88,129,436.40 3,984,778,887.29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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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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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金国 境内自然人 12.51% 126,562,500 94,921,875 质押 123,945,500 

孙锋峰 境内自然人 11.25% 113,812,564 85,359,423 质押 106,463,400 

孙利群 境内自然人 5.01% 50,625,000 0 质押 24,060,000 

孙曙虹 境外自然人 5.01% 50,625,000 0 质押 38,000,000 

上海财通资产

－海通证券－

财通资产－金

固股份高管定

增特定多个客

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69% 27,223,230 27,223,230   

深圳市安鹏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安鹏汽车

后市场产业基

金（有限合伙） 

其他 2.69% 27,223,230 27,223,230   

天弘基金－宁

波银行－天津

信托－天津信

托－弘盈 3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49% 25,150,099 0   

杭州富阳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20,220,000 0   

金元顺安基金

－宁波银行－

杭州乾瞳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90% 19,248,275 0   

杭州东方嘉富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东方嘉

其他 1.88% 19,002,7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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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兴瑞 1 号

专项私募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孙金国、孙利群、孙锋峰是公司控股股东（孙金国、孙利群为两夫妻，孙锋峰为两人之子），

孙曙虹为孙金国、孙利群之女。上海财通资产－海通证券－财通资产－金固股份高管定增

特定多个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孙锋峰、倪永华、金佳彦、孙群慧、孙华群共同出资成

立。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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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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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务不涉及畜禽水产养殖业、种业种植业、装修装饰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零售相关业、快递服务业、民用爆破相关业、珠宝相关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

务业等特殊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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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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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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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提

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5月9日、5月16日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

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根据规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6月10日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自6月17日施行。  

2.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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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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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财会〔2019〕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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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

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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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元） 出资比例% 

德清中远汽车发展有限公

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9年3月 220,000,000.00 100% 

杭州金固环保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9年1月 7,913,449.44 100% 

金固北美控股有限公司
(Jingu North America 
Corporation) 

投资设立 2019年4月 335.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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