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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4               证券简称：南京聚隆                公告编号：2019-054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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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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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聚隆 股票代码 3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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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玉清 虞燕 

办公地址 
南京江北新区聚龙路 8 号南京聚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新区聚龙路 8 号南京聚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5-58647479 025-58647479 

电子信箱 luoyuqing@njjulong.cn yuyan@njjul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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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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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4,063,779.93 503,158,018.52 -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06,668.11 10,776,485.49 2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990,409.05 7,319,360.31 -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203,195.39 -22,747,087.87 28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1.8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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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483,434.24 985,393,425.43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0,495,630.04 680,093,774.75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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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越 境内自然人 14.45% 9,249,010 9,249,010   

江苏舜天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36% 9,191,041 0   

吴劲松 境内自然人 6.61% 4,231,789 4,231,789   

南京聚赛特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6.56% 4,200,000 4,200,000   

刘曙阳 境内自然人 5.31% 3,400,000 3,400,000   

南京高达梧桐创

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其他 4.99% 3,192,500 0   

蔡静 境外自然人 2.25% 1,441,027 0   

南京奶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1,440,000 0   

戴家桐 境内自然人 2.24% 1,436,651 0   

严渝荫 境内自然人 1.90% 1,217,518 1,217,5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刘越、刘曙阳、吴劲松、严渝荫为实际控制人，其中刘曙阳、刘越为父女关系；严渝荫、

吴劲松为母子关系；刘越是聚赛特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并持有聚赛特投资 3.57%的财产份

额，刘曙阳是聚赛特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并持有聚赛特投资 9.52%的财产份额；南京奶业

董事长蔡敬东与蔡静为父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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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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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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经济基本面看，供需两端处于同步放缓态势。汽车市场

产销整体处于低位运行，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1-6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213.2万辆和1232.3万辆，同比上

年同期分别下降13.7%和12.4%。 

公司主要从事改性工程塑料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受国内汽车产销量下

滑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4,063,779.93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76%。 

2019年上半年，原材料市场因受外围油价、全球货币政策的转向、贸易谈判、国内需求等宏观层面影响，呈现震荡回落

行情，根据中塑在线中国塑料城PP指数显示，2019年上半年PP指数由年初的890点先小幅上涨至最高点904点，之后回落最

低点为6月的846点，半年内最大跌幅为6.86%。2019年上半年，尼龙PA6市场价格整体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均价为14,542元/

吨，同比下跌16.25%。2019年上半年，基于市场整体呈现供大于求基本面，尼龙PA66市场价格一路下滑，最低价出现在6

月份市场月均价26,989元/吨。报告期，受上游化工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调的影响，公司实现净利润13,506,668.11元，同比增长

25.33%。 

报告期，公司坚定不移做强主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在汽车、高铁、通讯电子电气等现有传统优势领域深耕细作，为

客户提供更好的价值服务。受国家加大铁路建设投资的影响，公司高铁轨道材料销售同比大幅增长；公司通过市场开拓在通

讯电子电气材料销售有所增加；受国内汽车行业产销整体下滑的影响，公司汽车材料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明显。公司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寻求新的突破点，不断加强功能性、轻量化、环保化新产品的创新研发和市场推广，在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枪、全塑

尾门、接线盒等材料上有批量应用。 

报告期，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公司紧跟国家铁路建设的发展趋势，积极与轨道扣件系统

制造商紧密配合，加大研发力度，从耐寒、抗冲击、抗疲劳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适应列车高速运行需求。公司

依托研发平台和汽车材料改性技术的积累，研发了兼具高性能、低散发、高耐候多重特点的新型材料，并得到市场应用及认

可。研发的不同颜色的高透光率激光焊接尼龙材料，解决了不同焊接面材料的透光性和吸光性的平衡问题，制件注塑外观良

好，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稳定生产；低散发（低气味、低VOC和低雾化）、高性能弹性体材料已成功应用于合资及国产一

线品牌的汽车内饰及空调系统；薄壁新能源汽车连接器专用阻燃PBT实现量产；高光高黑耐候PC成功替代汽车顶棚喷漆开

关面板；高玻纤含量汽车功能件材料应用在汽车保险杆前后横梁、导轨、导水槽等，在合资品牌及国内一线品牌大批量推广

应用；高刚性，低散发的挤出聚丙烯板材在汽车护板，蜂窝板开发及推广与应用。 

公司凭借在改性塑料领域二十年的运营经验，培养和凝聚了一批专业、稳定的人才队伍。报告期，公司积极推进人才战

略，秉承人才强企理念，一方面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打造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科研人才、技术技能人才与复合型人才；

另一方面不断吸引高素质、多层次人才加入，改善员工队伍的专业结构，进而形成结构合理、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 

报告期，公司募投项目“轨道交通及汽车用高性能尼龙复合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完成总项目的17.68 %；“汽车轻量化

用聚丙烯新型功能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完成总项目的13.76 %；“生产智能化升级与改造项目”已完成总项目的39.25 %；“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完成总项目的1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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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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编制2019年1-6月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涉及财务报表列表和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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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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曙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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