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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8                           证券简称：长盛轴承                           公告编号：2020-026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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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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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盛轴承 股票代码 3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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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锦祥 戴海林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鑫达路 6 号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鑫达路 6 号 

电话 0573-84182788 0573-84182788 

电子信箱 zjx@csb.com.cn daihl@csb.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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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7,547,919.24 307,807,904.04 -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861,433.36 57,444,636.47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4,120,866.33 49,490,074.34 -1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576,620.73 80,787,565.59 -69.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9 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9 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6% 5.16%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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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146,380.07 1,335,762,918.27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2,063,234.24 1,186,911,799.3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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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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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志华 境内自然人 40.50% 80,190,000 80,190,000   

孙薇卿 境内自然人 15.00% 29,700,000 29,700,000   

陆晓林 境内自然人 4.50% 8,910,000 8,910,000   

曹寅超 境内自然人 3.00% 5,940,000 5,940,000   

嘉善合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4,900,500 4,900,500   

陆忠泉 境内自然人 2.25% 4,455,000 4,455,000   

王伟杰 境内自然人 2.25% 4,455,000 4,455,000   

周锦祥 境内自然人 2.25% 4,455,000 4,455,000   

嘉善百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 4,009,500 4,009,500   

朱三有 境内自然人 0.75% 1,485,000 1,48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志华和孙薇卿是父女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黄琨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455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17447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79020 股。公司股东吴世明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470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247000 股。公司股东林翊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2579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25790 股。公司股东王彦方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148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214800 股。公司股东张宝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14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4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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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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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由于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困难，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积极应对，作为浙江嘉

善首批复工企业，已于2月10日顺利开工并恢复生产。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及行业的新局面新形势，公司管理层细致梳理并明

确公司的发展战略，制定并推行年度经营方案，加大国内市场的开发力度，坚持研发投入，探索新材料、新应用的机会，开

展行业内关联业务的合作，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健开展。 

2020年1-6月，受疫情及国际局势等大环境的影响，全球经济及众多行业均受到一定冲击，公司部分客户的经营情况被

波及，导致客户的需求受到抑制，公司2020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与利润与上年同期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层面实现营业收

入2.7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83%；合并层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86.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7%；合并层

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412.0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85%。 

    （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  

    1、基于长盛轴承在工程机械低摩擦部件的行业领先地位，为增强客户粘性和提升客户贡献度，公司于2020年4月在安徽

设立安徽长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包括对偶轴、密封件、高性能边界润滑轴套、端盖以及相关组合件等产品，产品将应

用于工作装置、底盘行走机构和液压部件。我们将依托在自润滑轴承领域的研发优势和多年的应用经验，为工程机械行业提

供环保、耐磨、免维护等具备更为卓越性能的产品。 

2、根据公司发展需要，重新梳理管理流程，积极推进干部的年轻化和轮岗制，并继续推进后备干部选拔和培养。 

3、调整内部考核机制，突出新产品、新市场；注重岗位考核和创新考核；倡导内部创新驱动。 

4、签于国内外需要，以及今后发展，结合目前企业生产，继续扩大技改投入，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改造现有产线提高

生产效率和减少用工，为后续产能提升打好基础。 

5、建立和推进CPS卓越生产体系，通过标准化作业、全员设备维护、4M变更管理、白板会议系统、全员激励等活动将

精益项目提升为系统性的精益生产活动，运造核心竞争力。 

6、继续招聘优先人才充实到公司相关部门，今年上半年已招聘了多为涉及财务、生产管理的人才，计划下半年再招聘

涉及汽车质量工程师、产品应用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人才，满足公司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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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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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增资控股安徽长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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