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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1                             证券简称：冀凯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7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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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凯股份 股票代码 00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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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季英 刘娜 

办公地址 石家庄高新区湘江道 418 号 石家庄高新区湘江道 418 号 

电话 0311-85323688 0311-85323688 

电子信箱 tjy@jikaigf.com liuna@jikai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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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23,515.96 129,555,371.70 3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70,301.21 5,835,442.33 1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775,700.66 5,188,177.24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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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729,389.63 3,958,264.84 -1,12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30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030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0.68%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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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32,065.09 970,136,579.14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7,068,920.22 861,195,491.93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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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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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春保 境内自然人 30.19% 102,631,285    

深圳卓众达富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00% 98,600,000  质押 69,010,830 

杭州焱热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00% 37,400,000  质押 37,400,000 

景华 境内自然人 7.04% 23,947,551  质押 16,835,270 

重庆信三威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润泽 2

号私募基金 

其他 1.51% 5,15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8% 4,697,610    

施宝健 境内自然人 0.58% 1,965,370    

乔贵彩 境内自然人 0.47% 1,586,222    

赵盘胜 境内自然人 0.19% 648,701    

贾红梅 境内自然人 0.16% 539,7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景华通过自身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947,551 股，通过重庆信三威投资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润泽 2 号私募基金账户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5,150,000 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 29,097,551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及一致

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景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195,27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752,281 股，合计持有 23,947,551 股公

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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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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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控股股东名称 冯春保 

变更日期 2018 年 05 月 3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5 月 31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冯春保 

变更日期 2018 年 05 月 3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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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煤炭市场的逐步回暖，对煤炭开采的效率及自动化、智能化和安全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同时也带来了煤矿装备需求

量的增长和装备技术升级的需要。为扩大公司整体生产规模，进一步改善研发环境，提升公司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能力，报

告期内公司确定投资建设智能化高效采掘装备产业化项目基地。截至报告披露日，关于变更智能化高效采掘装备产业化项目

的相关议案待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042.3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54%；实现营业利润 908.5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67.0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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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  帆 

                                                      二○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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