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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东方                       公告编号：2019-034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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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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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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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东方 股票代码 3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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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强 张天涯 

办公地址 成都市家园路 8 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区 8 楼 成都市家园路 8 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 区 8 楼 

电话 028-87086807 028-87086807 

电子信箱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goldstone@goldston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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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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9,719,990.63 428,078,758.61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107,158.16 49,836,936.02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9,518,248.60 46,242,613.37 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446,576.27 109,894,641.99 -3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1.96% -0.05%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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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6,313,066.73 3,190,770,641.08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63,277,477.08 2,644,309,828.68 0.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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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蒯一希 境内自然人 16.63% 66,793,680 66,793,68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2.19% 48,960,000 0   

王玉连 境内自然人 4.85% 19,500,633 19,500,633   

杨晓东 境内自然人 4.55% 18,281,844 18,281,844   

谢世煌 境内自然人 4.00% 16,072,789 16,072,789   

楼金 境内自然人 3.64% 14,638,327 14,638,327   

浙江迪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3% 14,564,367 14,564,367   

傅海鹰 境内自然人 2.78% 11,169,960 8,377,470   

林强 境内自然人 2.77% 11,134,880 8,351,160   

新疆中泰富力

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8% 8,740,8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蒯一希和杨晓东是夫妻关系，合计持股 85,075,52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1.18%。浙

江迪耳投资有限公司是楼金实际控制下企业。除此之外，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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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药品生物制品业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在专用设备制造领域和医药制造领域共同发展的模式下继续平稳发展。2019 年上半年，公司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41,97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5%；其中，机械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收入6,757.09万元，占收入总额的16.10%；

医药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33,121.55 万元，占收入总额的 78.91%；房产租赁和管理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093.36 万元，占收

入总额的 4.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110.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5%。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专用设备制造领域业务依然受到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固定投资增速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公司

在专用设备制造领域的业务持续低迷。虽然局势严峻，但是公司依旧负重前行，公司在管理层的带领下，各部门全体员工共

同努力，利用公司先进的研发能力和在原有机械行业多年积累的经验优势，不断地优化原有产品的各项性能，新工艺、新技

术的应用推进了原有产品的升级换代，推出了更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同时，公司在完善产品竞争力的同时，继续加大市

场推广力度，参加相关行业展会，获得了国内外众多客户的高度认可。销售部门通过对老客户的回访，了解更多客户的需求，

有效的指导了原有产品的技术升级和新产品的研发，也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在生产方面，公司通过科学化的管理使得生产更

加规范、合理，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也节约了生产成本。 

2019 年上半年，我国医药行业依然延续深化医改，医药健康领域政策频出，改革节奏加快。“4+7”政策的实施，带量

采购势必会压低药品价格，压缩药企的利润空间，但同时，也给药企带来另外一些利好：一是带量采购有明确的销售承诺和

预期，方便企业安排生产和销售，控制成本；二是可减少药品购销过程中的灰色空间，药企不再需要带金销售或者二次公关；

三是有助于巩固中标企业的行业市场地位。2019 年 6 月，财政部联对 77 家药企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此次检查对药企销

售环节开展“穿透式”监管，延伸检查关联方企业和相关销售、代理、广告、咨询等机构，必要时可延伸检查医疗机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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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目的旨在核定药品的真实成本，销售费用等情况。医改政策的确定性导致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从这些不确定性中，我

们更加需要确定性的方向和目标。快克营销一直坚持规范化之路，行业治理必将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机会。“快克”产品投放

市场已逾 28 年，时间检验公司缔造的“快克”品牌已经具有了很强大的市场基础。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品牌的道路。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在医药制造领域的各生产企业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进行 GMP 自检工作，通过 GMP 飞检与

日常检查。康宁公司顺利完成了 GSP 证书的验收认证，快克公司积极准备 GSP 复认证工作。亚克云健康事业中心完成今幸

产品包装升级（包装设计及生产对接），完成新包装对应的市场策划。举行地推活动、持续开展线上推广工作、积极探索海

外市场。同时，亚洲制药由总经理牵头，成立“产品评价小组”，通过多渠道、多方式选取对公司产品链有补充、完善、丰

富的产品进行开发、合作、销售。以达到整合公司资源，更好发挥品牌价值，扩大上市产品品种数量，提高持续经营能力和

竞争力。 

2019 年上半年，随着并购完成后的成功整合，带动了公司在医药制造业务的健康发展。在公司管理层和亚洲制药管理

层的带领下，公司利用上市公司的优势资源和亚洲制药在医药行业优势形成了合力，使亚洲制药的各项业务都有序、有效地

开展，公司在医药制造领域发展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势头。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制造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33,121.55 万元，占公

司收入总额的 78.91%。医药制药领域的业务为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业绩支撑，弥补了专用设备技术研发和制造业务受宏观

经济影响较大、易波动的短板，加强了公司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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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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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公司根据财

政部颁布的上述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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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改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规定，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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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3、新增“应收账款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二）利润表列报项目： 

1、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2、“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三）现金流量表列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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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报。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列报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成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

额。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会[2019]6 号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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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