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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5                      证券简称：鹏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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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翎股份 股票代码 30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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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魏泉胜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路 1703 号 

电话 022-63267828 

电子信箱 weiquansheng@peng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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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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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527,288.80 708,958,872.65 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7,091,936.60 44,035,407.12 2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9,602,894.53 37,877,112.66 3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607,288.18 91,993,856.31 -9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3 0.0588 36.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3 0.0588 3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1.9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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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7,653,607.68 2,468,829,903.32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86,193,720.70 1,829,101,784.10 3.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2,7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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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洪起 境内自然人 30.89% 219,699,974  质押 219,699,974 

河北新华欧

亚汽配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13% 50,701,836 50,701,836   

清河县新欧

企业管理服

务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1% 16,416,107 16,416,107   

解东泰 境内自然人 2.10% 14,962,593 14,962,593   

徐鹤林 境内自然人 1.43% 10,137,756    

华宝证券－

国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

证券价值成

长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8% 9,137,678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陈雪飞 境内自然人 1.18% 8,409,100    

刘新廷 境内自然人 1.01% 7,202,876    

王泽祥 境内自然人 0.93% 6,598,555    

#张文军 境内自然人 0.77% 5,489,1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洪起先生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212,588,742 股份（占上市公司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9.89%）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王志方行使。其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

新华欧亚、清河新欧、解东泰为一致行动人。3、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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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陈雪飞 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409,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股数量为 8,409,100 股； 

2、股东 张文军 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5,487,126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0 股，合计持股数量为

5,489,126 股； 

3、股东 刘晓倩 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800,000 股，合计持股数量为 5,000,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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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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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就产品和市场两方面紧跟行业的发展，在坚持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紧抓国内经济

呈连续恢复性增长趋势、汽车行业整体市场情况表现良好的市场机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聚

焦“质量提升”，聚力“开源节流”，一方面加快新产品研发、扩大市场规模，另一方面采取降本增效措施，提

升产品盈利能力。公司的各项经营管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为全面完成年度经营目标、促进公司转型升级，

打下了良好的铺垫。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0,652.73 万元，比上年同期 70,895.88 万元增长 13.76%；营业利

润 6,614.9 万元，比上年同期 4,864.68 万元增长 35.98% ；利润总额 6,657.96 万元比上年同期 5,167.4

万元增长 2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709.19 万元，比上年同期 4,403.54 万元增长

29.65%；公司整体经营状况稳定, 但汽车行业受芯片短缺、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制约，盈利能力增

长受限。 

 

2、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的进展情况 

2021年 6 月 19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洪起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长王志方先生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若本次协议转让实施完成，王志方先生将直接持有公司 212,588,742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29.89%，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待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公司于 6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控制权转让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码：2021-023 ）等相关公告。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

申请确认书》，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在巨潮资讯网进行披露。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 志 方                     

2021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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