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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0                    证券简称：高盟新材                    公告编号：2020-049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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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盟新材 股票代码 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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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向前 邓娜学 

办公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工业区 14 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工业区 14 号 

电话 010-69343241 010-69343241 

电子信箱 zqb@co-mens.com zqb@co-m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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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430,414.65 481,431,139.44 -1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210,945.25 89,576,987.51 2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9,351,254.78 89,151,482.62 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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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0,434,225.90 164,948,019.49 -2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71 0.3359 24.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71 0.3359 2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0% 5.76%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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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389,182.22 1,896,109,140.34 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68,112,641.60 1,654,972,384.37 6.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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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30% 62,139,600 0   

青岛高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8% 17,555,714 0   

广州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0% 14,403,292 14,403,292   

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6% 11,103,699 11,103,699   

唐小林 境内自然人 3.26% 8,689,676 8,689,676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88% 7,682,174 7,682,174   

王子平 境内自然人 2.46% 6,550,000 4,912,500   

胡余友 境内自然人 1.94% 5,172,330 5,172,33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14% 3,028,150 0   

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3% 2,483,9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王子平为青岛高盟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高金技

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唐小林、胡余友为一致行动人。 

2、除以上说明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公司股东谢仁国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3,028,1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028,150 股。 

2、公司股东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442,00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41,941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8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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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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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国及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冲击，上半年度国内经济受到影响出现下滑，各产业和企业受影

响更甚，期间一度中断生产和流通。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处于爆发期疫情重灾区，被迫全面封锁，面对艰

难困境武汉华森在保证公司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实行到位情况下，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复工复产，保证奔驰负压救护车材

料的供应，确保供应客户生产以支援疫区。公司北京和南通生产基地也在保证有效防控下，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及早复

工复产，保证供应和流通。报告期内受益于公司“大消费”业务优势、品牌影响力及产品优势和团队的通力合作，公司利润在

全国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仍然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且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竞争力，产品毛利率和价格保

持稳定，以上因素均带动了公司净利润的大幅提升。202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043.04万元，同比减少6,100.07万元，

降幅为12.67%；实现营业利润12,962.38万元，同比增加1,849.67万元，增幅为16.6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21.09万元，同比增加2,163.40万元，增幅为24.15%。 

研发方面：包装领域：功能型无溶剂复合粘合剂的研发取得新进展，在软包装用无溶剂聚氨酯胶粘剂领域，公司研发成

功“低摩擦、不溶墨、耐蒸煮”高性能无溶剂胶粘剂，满足了客户对无溶剂产品“简单、通用、稳定“的需求；在软包装高端应

用领域，铝箔高温蒸煮型无溶剂胶粘剂在标杆客户测试通过，应用良好；公司推出的耐苛性食品添加剂专用胶粘剂、药包冷

成铝用胶粘剂、耐水解型复合胶粘剂等功能型特种复合胶粘剂进一步推向客户和市场，特别是疫情期间对酒精消毒纸巾包装

需求量激增，对能够满足内容物包装要求的特种功能性胶粘剂需求量较大，公司功能型特种复合胶粘剂通过了客户的测试，

满足了客户的应用要求，销售量也取得较大突破。药品包装镀铝内层专用复合胶粘剂产品能够满足药品包装客户对于镀铝包

装内层复合强度的要求和耐衰减要求，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中试，并在多家标杆客户测试成功。为了适应国家和地方对软包装

企业不断升级的VOC管控政策，尽可能地降低客户在使用功能性复合胶粘剂产品过程中的VOC排放，公司进行了高浓度涂

布型铝箔水煮胶的研发，报告期内进行了项目的立项开发，并取得了关键性的技术进展，确定了研发的具体思路和项目规划。

针对高固含聚氨酯油墨连接料树脂的开发方面，为减少VOC排放，公司推出高固低粘型聚氨酯油墨连接料树脂，各方面性

能能够满足客户的使用要求，目前已在国内外标杆客户进行了测试，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交通运输领域：汽车用胶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高性能创新产品在多家大型客车和乘用车厂的应用，包括双组份

高强度聚氨酯结构胶、多功能双组份弹性粘结胶、复合材料粘结专用胶粘剂等，目前以上产品已经进入车企及配套企业的供

应商流程，实现批量供应。同时，对双组份高强度聚氨酯结构胶、复合材料粘结专用胶粘剂进行充分系列化，产品满足车辆

轻量化要求，性能优异，环保性能佳，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销量逐步增加。高铁用胶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行业内最

大扣件系统厂家的认证，合作前的实验验证进行顺利。同时，公司产品也通过了其他两家铁路扣件系统厂家认证，2020年下

半年将实现供货。另外，与以上几个大客户除了在老产品的认证合作以外，在新产品方面开展了多个合作项目，涉及高铁轨

道、地铁等领域的弹性体产品，目前部分新产品已经开始供货。与铁科院合作开发的其他用途的聚氨酯弹性垫板在同时进行，

可以及时应对未来铁路线路上的新需求，牢牢把握铁路弹性体领域的前沿技术。车用隔音降噪减震材料方面，在与东风日产、

东风本田、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广汽新能源及其他新能源汽车在多个项目研发、测试和量产方面取得进展。 

建筑及节能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的无溶剂胶粘剂包括无溶剂聚氨酯结构胶、聚氨酯热熔胶、聚氨酯建筑密封胶、环保

无卤电子灌封胶在集成式房屋建设、草坪铺装、外墙节能技术、门窗节能技术、屋顶节能技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新能源

电源灌封等领域的应用更加广阔。报告期公司新开发一系列建筑密封胶，性能更加稳定，该项目产品凭借优异的性价比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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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推广，客户反应良好。公司开发的用于建筑家装领域的反应型聚氨酯热熔胶逐步稳定，客户一致认可，销量提升明显。 

销售方面：包装领域：报告期内，从三月份开始，公司实现销售量和毛利的较快增长。受新冠疫情影响，1-2月销售量

和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作为部分防疫物资的原材料供应商，公司积极采取行动，成为园区第一批复工企业之一，并在3-6

月实现销量和毛利的双增长，进一步巩固国内市场软包装粘合剂的领导地位，同时在国外市场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增长。公司

继续优化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持续推进大客户战略并提高价值客户的权重，形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传统包装领域，继

续加大明星产品的推广力度，功能型溶剂胶的销量取得了大幅增长；报告期推出的高固含功能性粘合剂，验证效果良好，目

前已处于快速推广阶段；药包用粘合剂的销售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并实现销量的快速增长，公司已与众多药包企业形成

了战略合作；无溶剂粘合剂是软包装复合未来发展方向，公司在上半年推出一款通用型无溶剂粘合剂，目前已经通过客户验

证，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销量增长态势。非传统领域，公司积极以技术创新拓展市场，高科技防伪技术实现新突破，水性树脂

印钞防伪技术已稳定使用，销量亦快速增长，同时积极研发推进防伪领域的无溶剂粘合剂的工艺应用；新能源锂电池铝塑膜

用粘合剂在推广期内实现稳定销量增长，并保持较好势头。 

交通运输领域：报告期内，汽车胶市场方面国内的主机厂客户数量持续增加。一些新型技术产品在汽车制造及新能源等

领域实现业务新突破，公司研发并推出的一系列高端产品如双组份高强度聚氨酯结构胶、多功能双组份弹性粘结胶、复合材

料粘结专用胶粘剂等，已经取得了国内客车行业领军企业的技术认可，国内排行TOP10中的客车客户大部分已成为公司的正

式客户，国内卡车行业重要配套商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为公司的合作伙伴。车用环保水性胶、特种胶粘剂及热熔胶等均已逐步

在各领域标杆客户中推广试用。丙烯酸及环氧结构胶、聚氨酯密封胶等产品在轨道客车领域持续稳定供货，并逐步拓展其他

类型产品在轨道客车领域的应用。报告期公司推出的耐低温、耐疲劳客运专线用扣件系统垫板通过了行业内领军企业的认可，

已经完成重要客户的CRCC认证，业绩可期。车用隔音降噪减震材料方面，部分新开发的新能源客户都已开始量产；目前武

汉华森已取得恒大汽车的供应商代码，并取得恒大汽车旗下恒驰汽车的12款新车的密封板产品的定点。  

建筑及节能领域：受环保理念的影响，建筑节能领域市场需求量加大，公司以北上广重点区域为主逐步加快市场布局，

以MS和聚氨酯系列产品为主深入市场。报告期草坪背胶国内市场占有量仍超过90%，产品稳定应用得到行业认可；草坪铺

装胶市场虽受疫情影响开工较晚，但因国内环保要求逐年严格，公司国内订单较往年有小幅增长，北京以及重点区域的施工

项目中均已广泛应用，随着国家环保力度加大，聚氨酯体系产品得到更多施工公司和甲方的认可。报告期内公司开发的用于

建筑家装领域的反应型聚氨酯热熔胶逐步稳定，得到客户一致认可，销量提升明显。相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发挥

公司的优势，加速提升市场占有率，逐步实现对进口品牌的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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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1）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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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