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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5                       证券简称：鹏翎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6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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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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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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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世玲 魏泉胜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

路 1703#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区葛万公

路 1703# 

电话 022-63267828 022-63267888 

电子信箱 liushiling@pengl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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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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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2,213,233.67 559,699,928.01 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728,543.93 64,963,651.97 -1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9,436,863.27 58,692,137.76 -1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0,697,016.21 -6,864,093.88 1,07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84 0.3532 -57.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84 0.3526 -57.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5.0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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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263,297.19 1,869,047,260.01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38,086,898.65 1,594,931,318.35 -3.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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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起 境内自然人 35.93% 129,235,279 96,926,458 质押 14,605,429 

刘世菊 境内自然人 2.68% 9,192,195    

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信托恒

利丰 222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92% 7,014,888 7,014,888   

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信托恒

利丰 22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92% 7,014,886 7,014,886   

李金楼 境内自然人 1.87% 6,856,738  质押 1,796,278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1.81% 6,192,404    

博正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 5,951,228    

张宝海 境内自然人 1.53% 5,596,693  质押 1,77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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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国有法人 1.49% 5,448,100    

王泽祥 境内自然人 1.49% 5,44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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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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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以自主创新、产品研发为基础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用流体

管路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较早从事汽车管路产品研发和制造的供应商。公司积累了近30年

的汽车管路原材料配方设计与工艺制造经验，特别是在胶管的匹配连接、脉冲疲劳性能、低介质渗透性等

方面公司积累了大量的专有技术、关键工艺，具有较强的市场核心竞争优势。公司在强化汽车流体管路核

心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汽车密封件业务。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 

目前公司共有九大类产品：汽车冷却管路总成、汽车燃油管路总成、汽车空调管路总成、汽车油气管

路总成、变速箱油冷却管路总成、汽车涡轮增压管路总成、汽车真空制动管路总成、汽车天窗排水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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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模压管路总成。产品涵盖整个汽车管路系统，是国内规模较大的专业汽车流体管路供应商之一。 

（三）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2018年，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我国汽车市场增速将达到3%，销量为3,011万辆。其中，乘

用车增速3%，销量将达到2,559万辆；商用车增速为2%左右，销量为428万辆；新能源车销量将将超过100

万辆。 

从中长期看，为汽车工业发展相配套的本行业还有较稳定的发展空间。同时，汽车产业也在沿着新

能源和电子化智能化的方向不断迈进。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纯电动车对整车结构的改变带来了汽车管路结构

的部分变化，连同汽车电子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对公司在未来产品布局及技术研发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致力于汽车管路研究与开发的专业生产厂商，多年来始终坚持“以技术为引领”的企

业发展方向，紧跟国际一流汽车厂商的技术发展步伐，通过不断攻坚克难，成功对接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

平的汽车管路标准，尤其是高端乘用车的技术标准。 

在汽车用流体管路领域，公司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与专利。产品研发前期通过对多种性能的分析模拟，

确保了产品开发的高效率；高性能的实验设备验证了开发方案的合理性；轻量化的设计理念，顺应了国家

对节能的要求；新工艺和高性能的生产设备保证了产品的质量；特别是参与客户同步开发的能力和服务表

现，最终赢得了客户的良好口碑，同时技术创新上也奠定了公司在国内汽车流体管路市场的领先地位。 

伴随着汽车工业的持续发展，公司不断做精做强主营业务，保持了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多年来被行

业协会评为十强单位，企业综合竞争能力处于国内胶管行业第一梯队。 

（四）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新品开发和当期销售情况及时做出市场开发调整策略，不断优化客户结构和推进

产品升级换代。同时，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稳步增长，公司营业收入也随之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221.32万元，比上年同期55,969.99万元增长11.17%；营业利润

6,276.94万元，比上年同期7,602.96减少17.44% ；利润总额6,317.25万元比上年同期7,615.33减少

1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72.85万元，比上年同期6,496.36万元减少17.29%；主要是

公司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状况稳定, 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投入增加、人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

公司净利润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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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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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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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