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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18-081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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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源精制 股票代码 0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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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  

办公地址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路 5729 号  

电话 0437-3166501  

电子信箱 liyuanxingcaizqb@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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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77,600,457.91 1,512,970,653.07 -8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3,882,008.24 313,072,362.28 -30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53,920,945.19 310,410,450.19 -3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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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5,482,001.16 761,113,212.70 -159.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27 -296.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3 0.27 -29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9% 4.36%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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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2,896,196.85 15,225,632,153.59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56,572,592.11 7,994,137,069.06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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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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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民 境内自然人 14.48% 175,881,028 131,910,771 冻结 175,881,028 

张永侠 境内自然人 7.78% 94,500,000 70,875,000 冻结 94,500,000 

长城国泰（舟

山）产业并购

重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国有法人 4.34% 52,724,077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2.18% 26,496,730    

安徽省铁路

发展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 26,362,038    

阿拉山口市

弘通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26,362,038    

新沃基金－

广州农商银

行－中国民

生信托－中

国民生信托•

至信272号利

源精制定向

增发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2.17% 26,362,038    

金石期货有

限公司－中

新建招商股

权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 2.17% 26,362,038    

北信瑞丰基

金－工商银

行－华融国

际信托－华

融•融汇54号

其他 1.88% 22,87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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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前海开源基

金－浦发银

行－渤海国

际信托－前

海利源1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9% 18,160,4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王民、张永侠夫妇，构成关联关系。2、本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谢仁国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6,49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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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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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吉林利源精制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

债券 

14 利源债 112227.SZ 2019 年 09 月 22 日 74,000.6 7.0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2.42% 47.50% 4.9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35 4.71 -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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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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根据年初下达的计划指标，积极化解金融风险，主动应对公司上半年面临的各种困境，采取灵活

的经营策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662.9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08%；净利润-8,901.94万元，业绩出现大幅度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积极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工业铝型材和深加工产品的占比；筛选优质客户，

选择信誉好、回款快的订单，在流动资金紧张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开机率，满足大订单、大客户的需求。 

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稳定金融机构，妥善应对诉讼案件，确保生产经营正常运行。由于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沈阳利源项目建设的影响，公

司上半年流动资金紧张，公司出现了债务逾期、诉讼、资产被查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情况。为了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运行，

公司管理层主动与金融机构、融资租赁机构、民间借贷方等债权人进行沟通，通过和解和分期还款等方式，对到期的银行贷

款和融资租赁陆续予以展期，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 

2、通过并购、重组化解金融风险。为了进一步解决债务危机，公司正在与多家具有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民间投资机

构、行业领军企业集团进行谈判。计划通过股权重组、债务重组等方式解决公司目前的流动性困境。公司的重组工作并得到

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组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3，积极推进沈阳利源项目投产。沈阳利源总占地面积173万㎡，建筑面积107万㎡，大部分已完工。报告期内轨道交通

车辆制造和铝型材产品深加工项目陆续投产，轨道交通车体订单逐步落实，部分订单已组织生产。铝合金车轮毂、电子散热

器、军工产品深加工已经批量释放产能。 

4，调整产品结构，筛选优质客户，减少资金紧张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在流动资金紧张的条件下，公司积极调整经

营策略，选择附加值高、生产周期短的产品优先生产；筛选账期短、回款快、有预付条款的订单优先安排；保证长期稳定的

大客户不流失。 

5、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公司凭借吸引、培养研发队伍，不断优化创新和研发激励机制，充

分发挥铝合金配比、铝型材挤压、表面处理、深加工、焊接等核心技术优势，广泛开展产品创新升级，与轨道交通、汽车、

消费电子等行业著名企业共同研发，不断推陈出新。报告期内研发出的轨道车牵引勾底座，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电池箱等均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已申报国家专利。持续的创新得到了客户对公司研发能力的认可，并为公司未来的产品升级奠定了基

础。 

    6、加强企业文化和后勤保障工作，让员工在公司发展中受益。公司党委、工会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要求，结合生产

经营的需要，组织员工开展各种有益活动，为员工施展才华提供舞台和平台。培养“追求卓越，永不满足”的企业精神，弘扬

员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对多年如一日、爱厂如家、扎根利源、勤奋工作的先进员工要进行宣传和表彰；广泛

征求员工的意见和建议，激励员工当家作主人，为公司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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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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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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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盖章页。）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沙雨峰 

 

201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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