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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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利君股份

股票代码

00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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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益俊

高峰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电话

028-85366263

028-85366263

电子信箱

Hyj5445@163.com

Feng6669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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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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76,192,571.20

271,138,681.88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325,666.89

58,708,679.07

3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2,340,392.23

53,664,147.05

34.80%

7,129,191.29

47,841,848.85

-85.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3.05%

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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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992,490.24

2,462,562,681.90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97,764,641.48

1,977,784,545.1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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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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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35.12%

352,039,997

264,029,998

何佳

境内自然人

29.14%

292,089,348

219,067,011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3.49%

135,262,575

101,446,931 质押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37%

13,700,000

0

张乔龙

境内自然人

0.55%

5,464,802

0

张正浩

境内自然人

0.30%

3,055,400

0

沈照云

境内自然人

0.12%

1,229,065

0

熊华

境内自然人

0.09%

904,400

0

沙学东

境内自然人

0.08%

781,300

0

0.07%

718,961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
境外法人
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数量

60,8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何亚民与何佳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并合计持有公司 64.26%的股份。除此情形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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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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
的领导下，通过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技术创新、降本减费、清收欠款等措施，确保了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层秉承“深耕市场、树立品牌”的经营理念，一方面紧抓辊压机（高压辊磨
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的市场机遇，围绕客户对产品更新升级的需求，强化研发升级工作，努力维护老客
户、积极拓展新客户，不断推动产品销售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充分把握航空产业发展的机遇，进一步优化
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的资源配置，不断推动业务创新、产品研发和工艺升级工作，着力夯实其行
业竞争力。
2018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7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86%；实现营业利润 0.94 亿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37.34%；实现净利润 0.7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35.12%，其中：德坤航空实现营业收入
5,280.13 万元，实现净利润 2,559.14 万元。
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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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6 月份，公司营业收入 27,619.2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86 %；公司营业成本 14,846.3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06%；公司销售费用 1,548.3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65%；公司研发投入 603.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77%；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11,340.7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15.68%。
2、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的原因说明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1.86%，构成及变化情况见下表：
项
目
营业收入合计
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辊系（子）
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
其他业务

本报告期
276,192,571.20
101,866,841.91
9,248,504.27
77,929,279.23
52,644,685.46
34,503,260.33

上年同期
271,138,681.88
113,008,547.04
47,811,966.01
50,040,908.11
32,217,859.74
28,059,400.98

同比增减
1.86%
-9.86%
-80.66%
55.73%
63.40%
22.97%

原因说明：
①公司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各系列产品主要运用于矿山行业，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924.85 万元，
较上年同期 4,781.20 万元下降 80.66%，主要系该类产品受下游行业影响订单获取不稳定，本报告期签订
及生效的订单下降且上年末结转的订单未完全履行合同，致使实现收入下降。
②公司辊系（子）是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和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产品的核心集成部件，为公司针
对产品下游客户需求研发的定制产品。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7,792.93 万元，较上年同期 5,004.09 万元增
加 55.73%，主要原因系公司针对客户产品更新升级的需求，紧抓市场机遇，拓展新客户、维护老客户，积
极推动该类产品的销售，实现收入增长。
③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系列产品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5,264.47 万元，较上年同期 3,221.79 万元
增加 63.40%，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德坤航空及时议价确定合同并签定生效，实现收入增加所致。
2）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 6.06%，主要系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营业成本下降所致,矿山用
高压辊磨机及配套成本下降原因：一方面系营业收入下降致使成本下降；另一方面系去年同期销售部分价
格较高且型号较大的同类系列产品，致使报告期投入的原材料较去年同期下降。
3）公司销售费用同比上升 1.65%，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上升致使销售费用同比上升。
4）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315.68%，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a 本期购
买券商收益凭证和理财产品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3,000.00 万元；b 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较上年同期减少 2,981.51 万元，主要系客户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货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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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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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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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亚民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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