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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5                           证券简称：朗源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0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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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源股份 股票代码 3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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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 李春丽 

办公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源路

299 号 

山东省龙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源路

299 号 

电话 0535-8611766 0535-8611766 

电子信箱 ir@lontrue.com ir@lon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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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0,900,431.40 155,065,899.13 6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85,697.24 7,593,834.62 15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7,422,681.30 1,382,360.87 1,1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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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545,609.62 9,926,571.45 197.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3 0.0161 15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3 0.0161 15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0.9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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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188,708.19 1,410,242,333.83 -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1,790,559.71 813,264,437.29 2.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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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尚龙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5% 100,500,000 0 质押 18,200,000 

杨建伟 境内自然人 9.85% 46,390,000 0 质押 43,630,000 

王安祥 境内自然人 5.01% 23,600,000 0   

池月珍 境内自然人 5.01% 23,584,800 0   

戚大广 境内自然人 2.60% 12,252,960 9,189,72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锦程沙洲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8,686,5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7% 6,905,100 0   

常珍博 境内自然人 0.54% 2,563,920 0   

张璐之 境内自然人 0.49% 2,324,800 0   

姜爱君 境内自然人 0.46% 2,172,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疆尚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自然人戚大广先生，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下的关联股东。新疆尚龙和戚大广先生分别持有本公司 21.35%和 2.60%的股份，合计持

有本公司 23.95%的股份，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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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新疆尚龙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5,932,638 股外，还

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567,362 股，实际合计持

有 100,500,000 股。 

2、股东王安祥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6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600,000 股。 

3、股东常珍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6,000 股外，还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57,9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563,920 股。 

4、股东张璐之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24,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324,800 股。 

5、股东姜爱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72,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172,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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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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体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50,900,431.40元，上年同期为155,065,899.1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1.80%；销售成本167,990,751.72

元，上年同期为134,354,814.68元，比上年期增加25.04%；销售费用9,155,337.01元，上年同期6,016,663.27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52.17%；管理费用26,649,276.42元，上年同期为7,618,675.1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9.79%；财务费用4,105,340.66元，上年

同期-1,872,335.9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9.26%。 

2、数据中心业务：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优世联合与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个智慧物联城市项目并建立长期合作事宜达成共识，并签署了项目合同。优世联合实现营

业收入6,673.50万元，净利润996.07万元。 

（2）报告期内，太原数据中心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731.51万元，净利润706.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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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于2017年5月2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

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规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

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因此，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公司从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且

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财务报告将按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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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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7月13日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应当将持有的永辉超

市股票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对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除了获得的股利（属于投资成本收回部分的除外）计入当期损益外，其

他相关的利得和损失（包括汇兑损益）均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且后续不得转入当期损益。当其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故该项资产在处置时点累计利得收益，应由“其他

综合收益”转入“未分配利润”。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产生影响。 

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60,000.00 -  -1,9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1,960,000.00 1,960,000.00 

合并利润表变动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投资收益  29,525,656.27   -794.28   -29,526,450.55  

营业利润  44,670,208.50     15,143,757.95   -29,526,450.55  

利润总额  44,592,481.27   15,066,030.72   -29,526,450.55  

所得税费用  11,016,854.61   3,635,241.97   -7,381,612.64  

净利润  33,575,626.66   11,430,788.75   -22,144,837.91  

持续经营净利润   33,575,626.66    11,430,788.75   -22,144,837.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0,155,077.04   8,010,239.13   -22,144,837.91 

综合收益总额  45,596,735.73   23,451,897.82   -22,144,837.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42,176,186.11   20,031,348.20   -22,144,837.91 

基本每股收益  0.0641   0.0170  -0.0471 

稀释每股收益  0.0641   0.0170  -0.047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变动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60,000.00 -  -1,9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1,960,000.00 1,960,000.00 

母公司利润表变动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投资收益  29,525,656.27   -794.28   -29,526,450.55  

营业利润  33,350,838.51   3,824,387.96   -29,526,450.55  

利润总额  33,272,761.24   3,746,310.69   -29,526,450.55  

所得税费用  7,389,343.32   7,730.68   -7,381,612.64  

净利润  25,883,417.92   3,738,580.01   -22,144,8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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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净利润  25,883,417.92   3,738,580.01   -22,144,837.91  

综合收益总额  37,904,526.99   15,759,689.08   -22,144,8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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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