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36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2019-039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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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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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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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安国纪 股票代码 00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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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敬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工业区宝胜路 33 号  

电话 021-57747138  

电子信箱 gdmir@goldenma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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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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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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6,364,884.01 1,885,409,718.36 -2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302,038.19 175,022,309.18 -4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7,698,965.94 146,658,527.85 -47.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399,147.63 240,087,936.42 -8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7.58%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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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347,025.44 4,169,795,951.05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04,564,297.03 2,514,661,181.85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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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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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临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83% 289,926,000 289,926,000   

金安国际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65% 186,732,000 186,732,000   

宁波金禾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14,742,000 0   

郑晓填 境内自然人 1.13% 8,220,900 0   

上海东临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7,197,606 0   

韩涛 境内自然人 0.90% 6,523,704 4,892,77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其他 0.34% 2,502,276 0   

李锡锋 境内自然人 0.30% 2,170,289 0   

林姗媖 境内自然人 0.20% 1,431,947 0   

林荔娜 境内自然人 0.18% 1,336,64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上海东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韩涛和金安国际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金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东临实业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郑晓填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8,220,900 股。李锡锋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2,170,289 股。林姗媖通过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31,947 股。林荔娜通过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36,64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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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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全球在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摩擦等多方面的影响下，经济发展放缓。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市场的信心，下半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电子市场需求放缓，

汽车电子行业下滑，家用电器等消费类电子市场低迷，电子行业市场需求不旺，市场竞争激烈。由于市场需求下降，覆铜板

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不断下滑，产品毛利率进一步下降，导致上半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比下降。报告期内，包括各子公司

在内，生产各类覆铜板1,803万张，较去年同期下降3.82%；销售各类覆铜板1,731万张，较去年同期下降7.42%；实现营业收

入147,63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1.7%，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45,72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04%；实现净利润为9,032万元，

同比下降49.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8,930万元，同比下降48.98%。 

1、加强科技创新，力求覆铜板主业稳定发展 

(1)面对市场的低迷，公司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依托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加大研发力度，专注通用市场，针对通用市

场研发出性价比更高、功能性更强、市场领域更广的产品；聚焦细分市场，在细分市场上，针对客户对覆铜板各种特殊指标

的不同要求，在环保、高阻燃、高频、耐CAF、高TG、高CTI等方面，加强研发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力求满足客户对高

性能、高指标特殊覆铜板的需求。2018年下半年至今研发中心在研项目近80多个，报告期新增专利22项。公司通过加强自主

创新，最大限度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进一步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为公司覆铜板主业稳步发展占得先机。 

(2)面对竞争，公司采取多样化营销策略，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产品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充分发挥销售团队的能

动性和积极性，深挖市场潜力，增强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优势，争取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内部挖潜革新、开源节流，改造

生产工艺，加大自动化程度建设，加强内部管理和绩效考核，改善客户服务等措施，保障公司覆铜板主业的稳定。 

2、并购医药企业，拓展新的发展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广西禅方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同时做好相应的工商变更、管理架构、经营目标、运营

管理等工作，为公司在医药行业发展，积累相关管理和运营经验，有利于公司实现在新领域发展的战略目标。 

公司继续围绕大健康产业，加强并购重组力度，实施外延式发展，以现有的上海埃尔顿、广西禅方两家子公司为基础，

总结管理和运营经验，培养人才，磨合医药事业部管理体系。为公司大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为新的业绩增长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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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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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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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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财会[2019]6号要

求编制执行。 

(2)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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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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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公司已完成广西禅方药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1月31

日与2019年2月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签署关于广西禅方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 

本报告期，广西禅方药业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董事长：韩涛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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