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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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路国平 因公出差 贾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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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有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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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博科技 60365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戚淦超 沈洁 

电话 0519-82300207 0519-82300207 

办公地址 金坛区尧塘街道金博路1号 金坛区尧塘街道金博路1号 

电子信箱 lbkj@jmp-seal.com lbkj@jmp-se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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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83,911.01 514,190,186.62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79,829,422.54 480,808,042.32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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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66,970.41 14,573,231.56 68.58 

营业收入 73,280,756.57 91,053,514.80 -1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621,380.22 19,781,733.26 -5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570,415.81 14,488,465.76 -4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0 4.20 减少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9 -52.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9 -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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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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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建国 境内自

然人 

42.45 45,000,000 45,000,000 无 0 

范小凤 境内自

然人 

11.32 12,000,000 12,000,000 无 0 

常州市金坛君泰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55 8,000,000 8,000,000 无 0 

戚淦超 境内自

然人 

6.32 6,700,000 6,700,000 无 0 

上海启凤盛缘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2.28 2,420,000 0 无 0 

常州常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2 1,500,000 0 无 0 

蔡卫英 境内自

然人 

1.10 1,163,500 0 无 0 

吕全福 境内自

然人 

0.75 799,200 0 无 0 



黄海英 境内自

然人 

0.46 490,000 0 无 0 

刘雨 境内自

然人 

0.41 431,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戚建国和范小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戚建国和范小凤是夫妻关系。2.上述股东戚

淦超系戚建国、范小凤之子。3.戚建国、范小凤及戚淦

超系常州市金坛君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4. 除上述

情形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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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下半年至今,汽车行业持续承压,整车制造的盈利压力进一步向上游零部件企业传导。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280,756.57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9.5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9,621,380.22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1.36%。面对严峻的市场困境，如何突围，是目前大

多数汽车上下游企业面临的难题。 

公司为平稳过渡，主要做了以下四项工作：1、扩大业务范围，进一步开拓橡胶类产品市场，

挖掘新客户；2、加强产品质量检验工作，保证产品质量,加大技术投入，做好技术储备并坚持新

产品开发；3、控制经营成本，主要包括采购、运营及人员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4、积极寻求

新的利润增长点，加速企业转型以迎接汽车产业变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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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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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财会[2018]15 号文件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部分调整。 

公司编制 2019 年半年度及后续的财务报表将执行财会[2019]6号文件的编报要求，对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以下调整：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

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其中：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3、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另增

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项目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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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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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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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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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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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