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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2        证券简称：宝色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1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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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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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色股份 股票代码 3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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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颀（代行董秘职责） 李萍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景明大街 15 号 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景明大街 15 号 

电话 025-51180028 025-51180028 

电子信箱 dsoffice@baose.com dsoffice@baos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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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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404,255,877.76 242,225,721.16 6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32,508.08 2,415,500.60 40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573,891.58 -1,914,145.14 54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9,382,821.84 43,597,922.84 31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1 0.0120 40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1 0.0120 40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 0.40%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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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840,984.87 1,498,206,370.59 2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5,209,491.11 618,126,983.03 1.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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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52% 116,200,000 115,700,000   

山西华鑫海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2% 20,650,000  质押 5,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2,630,000    

王成华 境内自然人 1.25% 2,526,968    

徐国强 境内自然人 0.64% 1,288,64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二户 
其他 0.52% 1,060,000    

李新中 境内自然人 0.49% 991,500    

王满堂 境内自然人 0.43% 863,700    

林凌元 境内自然人 0.40% 810,300    

李文忠 境内自然人 0.30% 61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山西华鑫海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两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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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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526,968

股，合计持有 2,526,968 股；2、王满堂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9,500 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84,200 股，合计持有 863,700 股；3、林凌元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10,300 股，合计持有

810,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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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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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2019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开拓进取，全面发力，以“安全、质量、交期、效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稳订单、拓领域、控生产、抓管理、保质量，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实现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0,425.59万元，较上年同期24,222.57万元增长66.89%；实现

营业利润970.16万元，较上年同期-40.04万元增长2,522.98%；实现利润总额1,142.46万元，较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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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29万元增长257.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3.25万元，较上年同期241.55万元增长

402.2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7.39万元，较上年同期-191.41万元增

长547.92%。 

（2）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回顾 

1）努力拓展新兴行业市场，完善产品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紧紧抓住PTA行业本轮产能释放高峰的市场机遇，充分获取公司

具有绝对优势的大型PTA项目设备订单，继续扩大公司在PTA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深入分析预判

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瞄准新能源、环保、军工、核电等战略新兴行业市场开拓，多渠道洞悉产业投资信息，

努力获取订单，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盈利水平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2019

年上半年，公司订单量和订单质量都显著提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2）多措并举确保产品质量和交期 

报告期内，公司营销订单充足，任务量艰巨。公司针对每个订单特点，以项目管理为抓手、以保证产

品质量和按期交付为核心，高度重视生产资源协调、配置，细化生产项目的计划、组织、协调，实施过程

全面管控。通过考核与培训强化全员质量和交期意识；加强客户、营销、生产、技术、物流等部门之间的

沟通协调，压缩了生产等待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综合考虑交期、资金周转、物资是否到位等因素，制

定周密高效合理的排产计划，达到了人员、场地、设备、资金等资源的最优化利用；对外拓展生产基地，

合理利用外包、外协资源，有效解决了产能瓶颈。 

3）技术研发工作稳步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与研发，致力于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研制，加强项目立

项与研发。2019年，公司新立项研发项目23个；上半年完成了2项新产品鉴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项、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项，申请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专利44项，其

中发明专利17项。 

4）持续加强各项内部管控，提升企业综合运营水平 

认真开展“企业剖析诊断管理提升”自查工作，深入剖析影响企业生产成本、经济效益的各种因素，

制定解决方案、控制措施，并有效执行；持续推行月度风险监控报告制度、风险预警制度、重大风险信息

及时上报制度，打破信息壁垒，有效防范企业各类风险；强化重大专项工作检查、督导、考核、问责机制，

进一步提升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和重大专项工作的处理效率和结果；有针对性的开展精益对标管理项目、

加强企业资源的利用管理等，努力实现降本增效。 

5）推行两化深度融合系统应用，实现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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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直将两化融合作为实现企业精细化管理和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行两化

融合各系统的应用，不断进行调试与优化。 

PLM（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正逐步实现公司产品设计、工艺线上协同工作的目标，并能为后续

板材自动排版套料、成本核算、生产管理提供用料定额、生产工序、工时定额等设计数据；WCAPP（数

字化焊接信息管理）系统已实现产品焊接的信息流转与焊接管理；自动排版套料管理系统完成了软件配置

化部署，并能完全适配公司现有数控等离子下料和数控水刀设备，即通过集中化下料软件根据生产任务生

成不同下料设备的下料加工代码，自动排版套料软件系统在大批量零件集中排版套料方面，应用效率明显；

ERP（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已完成实际成本、标准成本的成本核算体系；MES（生产执行管理）系统

的基本生产管理功能已完成，其车间物联网改造工程也已竣工，具备了从生产计划、车间任务下达、派工

与报工的车间生产管理要求。 

6）与生产经营相融合，扎实推进党建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党委按照上级党组织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紧围绕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各项党建工作，坚持“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认真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认真贯彻《支部工作条例》，不断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党的自身建设得到不断加强。 

2019年下半年，公司将按年度规划精心组织、科学管理，全力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同时持续推进

创新驱动，积极谋求产品多元化的途径，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技术革新、工艺优化，持续推进公司规范

运作，努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从而更好地回馈广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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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公司按照上述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和金额如下：  

调整事项 
资产负债表（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项目和金额（元） 调整后项目和金额（元）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两个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25,411,551.43 

应收票据 19,465,015.85 

应收账款 405,946,535.58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2,403,642.08 应付票据 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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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两个项目 
应付账款 246,403,642.08 

2）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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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

列报》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不对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不影响公司以前年度的相关财务指标。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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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