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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5            证券简称：鹏翎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3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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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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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张洪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忠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忠升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鹏翎股份 股票代码 30037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世玲 魏泉胜 

电话 022-63267828 022-63267888 

传真 022-63267817 022-63267817 

电子信箱 liushiling@pengling.cn weiquansheng@pengl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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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512,307,892.32 517,378,987.70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元） 
62,260,833.74 61,954,982.24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9,630,706.59 59,522,419.91 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3,397,188.00 68,616,792.18 -65.9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1259 0.3766 -6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6.47% -1.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5.18% 6.2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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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298,790.19 1,419,539,073.22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1,159,181,270.64 1,128,708,023.66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6.2377 6.0705 2.75%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258,751.3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98,472.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6,924.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4,021.14  

合计 2,630,12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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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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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起 境外自然人 35.75% 66,471,658 65,291,458   

博正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6% 6,995,558 6,995,558   

刘世菊 境内自然人 2.98% 5,543,466 5,543,466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2.90% 5,400,000 5,400,000   

李金楼 境内自然人 2.15% 3,994,458 3,922,458   

张兆辉 境内自然人 1.95% 3,628,628 3,628,628   

王泽祥 境内自然人 1.93% 3,593,848 3,593,848   

张宝海 境外自然人 1.65% 3,086,386 3,086,386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国有法人 1.62% 3,004,442 3,004,442   

中国工商银行

-南方绩优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1% 2,999,9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洪起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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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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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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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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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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51,230.7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07.11万元，同比减少0.98%；营业成

本35,932.2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93.28万元，同比减少2.42%；营业利润7,094.8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7.84万元，同比增加0.54%，净利润6,226.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58

万元，同比增加0.49%。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汽车发动机附件

系统软管及总成 
403,782,187.43 283,441,431.43 29.80% -0.81% -1.95% 0.81% 

汽车燃油系统软

管及总成 
89,876,680.48 62,163,975.73 30.83% -3.29% -4.80% 1.0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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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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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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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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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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