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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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明股份 60300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韵芸 杨明敏 

电话 021-58560017 021-58560017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3288号5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3288号5楼 

电子信箱 songyunyun@shanghailm.com yangmingmin@shanghai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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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19,684.50 2,047,575,162.62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78,679,470.84 1,032,794,677.87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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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48,158.34 68,829,096.50 -5.06 

营业收入 436,673,034.01 482,395,292.19 -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884,792.97 46,255,685.06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9,923,771.91 44,468,676.61 -1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35 4.86 减少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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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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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97 114,589,588 84,000,000 质押 53,500,000 

吉蔚娣 境外自然人 3.73 7,120,000 7,120,000 无   

张桂华 境内自然人 2.18 4,160,000 0 未知   

马宁 未知 0.99 1,891,500 0 未知   

林茂波 未知 0.70 1,336,900 0 未知   

叶平 未知 0.43 812,600 0 未知   

李政涛 境内自然人 0.42 794,000 0 无   

陆龙元 未知 0.38 722,000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34 649,400 0 未知 

  

倪皓冰 未知 0.32 613,9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吉蔚娣为实际控制人之一。除上述关联关系外，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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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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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销整体处于低位运行，产销量低于年初预期，我国汽车乘用车销量完

成 1012.7 万辆，同比下降 14%。公司两大主要客户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产销量仍位居全国三甲之

列。公司 2019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43,667.3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48%。报告期内经过公司管

理团队与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严格控制成本、优化工艺、提升运营效率，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

几方面工作： 

1. 继续努力市场接单和新项目开发。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努力市场接单以及新项目开发

工作，公司技术研发团队不断增强团队力量，全力保证项目开发的进度和质量，为公司后期产品

量产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特斯拉上海建厂项目启动后，公司也积极进行商务接洽，目前已

进入其供应商目录，公司正继续推进市场接单及新项目开发工作。 

2. 持续全力推进降本增效工作。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降本增效成为经营工

作重点内容。公司对于得料率提升、工艺优化、定额管理等降本增效措施方面进行了重点分析和

讨论，并将核心降本指标分解到各生产基地，由公司管理部进行监督管理，每月评审，切实保证

各项降本增效工作得到有效落实。2019 年上半年，公司仍在持续进行降本增效工作。 

3. 继续加大物流业务的市场开拓力度。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物流业务的市场开拓力

度，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新客户，努力提升公司物流服务业务的规模和行业地位、市场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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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准则），要求境内上上市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经

本公司审议通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上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减少 190,063,333.34 元，其他流动资

产减少 140,000,000.00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增

加 330,063,333.34 元，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金

额 341,150,444.44 元；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少 10,079,365.00 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

加 10,079,365.00 元，本期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金额 10,079,36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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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作

为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

准则的企业，按照该文件规定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对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进行

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 应 收 账 款 ” ， “ 应 收 票 据 ” 本 期 金 额

30,000,000.00 元，上期金额 9,690,000.00 元；“应

收账款”本期金额 249,909,785.29 元，上期金额

297,391,461.82 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账款”本期

金 额 214,149,046.20 元 ， 上 期 金 额

237,745,790.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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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