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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4                           证券简称：凌霄泵业                            公告编号：2019-85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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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霄泵业 股票代码 00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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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庚 邱燕妃 

办公地址 阳春市春城镇春江大道 117 号 阳春市春城镇春江大道 117 号 

电话 0662-7707236 0662-7707236 

电子信箱 LX7236@126.COM LX7236@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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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591,867.74 515,061,252.24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0,471,274.72 94,681,038.11 2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0,561,970.75 76,527,111.80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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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106,396.03 74,402,297.65 38.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3 0.477 3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3 0.477 3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8% 7.56%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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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217,944.63 1,433,155,273.41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3,678,078.12 1,326,914,867.59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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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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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波 境内自然人 29.92% 57,659,940 53,703,236   

施宗梅 境内自然人 16.04% 30,912,000 30,912,000   

罗美华 境内自然人 3.08% 5,927,424 0   

张肃宁 境内自然人 2.94% 5,655,645 0   

吴向阳 境内自然人 2.63% 5,068,416 0 质押 2,974,720 

林振军 境内自然人 2.10% 4,054,822 0 质押 4,053,758 

金玉香 境内自然人 0.93% 1,785,992 0   

许英 境内自然人 0.92% 1,781,768 0   

崔勇 境内自然人 0.82% 1,571,280 0   

刘子庚 境内自然人 0.70% 1,347,290 1,010,4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海波与施宗梅为夫妻关系。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林振军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无限售流
通股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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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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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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总体稳定发展，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起伏不定和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我国经济下行

的压力开始显现，2019年第二季度相比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在国内外经济的大环境下，公司秉承“勤奋、敬业、团结、

进取” 的企业精神，坚持“以质量取胜，树品牌形象”的经营宗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坚持技改投入，完善内部管理，坚

持专业化生产，推行产品技术标准化建设，满足客户的需求，赢得客户的青睐，并不断开拓国内、外的客户群，提高市场覆

盖面，同时深化和巩固重点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大对客户服务力度，加强和完善营销渠道的管理，使公司经营业绩和经

济效益保持平稳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591,867.74元，同比增长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471,274.72元，

同比增长27.24%，主要是公司毛利率较高的不锈钢泵和塑料卫浴泵销售保持稳定增长，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85%、9.5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346,217,944.63元，同比减少6.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233,678,078.12元，同比

减少7.03%，主要系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所致。   

    （一）技术研发 

    报告期内，根据市场的需求情况，公司进行了Lm-B系列自吸式自动泵、56机座洗碗泵、ACMIA-AK系列“懒人泵”水流

开关、CVL32/45/64/90立式多级泵等的研发。2019年上半年，公司于2018年及2019年研发的新产品陆续投入市场，其中4SP、

6SP系列全不锈钢深井潜水泵、ACMIA-AK系列“懒人泵”、ABJZ-AK系列“懒人泵”、ZCMIA/ZCMI(1、2、3、4 、5 m3/h)系

列自吸泵、Lm-B系列自吸式自动泵等产品市场反应较好。  

    除了上述项目研发之外，公司针对客户的个性化要求进行适配性设计，力求以最优的成本满足客户的需求。并根据客户

的偏好，收集市场信息，对一些需求较大的个性化产品，或一些有市场潜力的产品实行标准化生产，既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又能降低制造成本，还能及时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从而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2018年3月公司电机、水泵型式试验室获得国家CNAS认可认证，为公司今后新产品研发创造有利条件。 

    （二）生产管理 

    2019年上半年，公司生产部门加强生产调度管理，确保每一订单按时按质完成。随着自动化生产设备的不断投入，以及

生产工艺流程的不断完善，公司的生产效率逐年提高，为公司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提供了稳定供应的保证。 

    报告期内，公司在ERP系统平台上积极推进生产管理一表制的工作，将原有大量手工管理模式的生产管理方式逐步转向

信息化综合管理，实现在信息化平台下的信息共享，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使得生产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从

而将更多的人力从生产流程中释放出来，并使生产数据更加准确，为管理层做生产决策时提供更有价值的数据参考。 

   在技改投入方面，2019年上半年建成了水泵出厂综合测试系统、智能全自动仓储系统、卧式不锈钢泵装配线；新建设了

电机定子自动落线设备、电动机自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单三相电机定子综合测试系统、五工序全自动泵壳拉伸生产线、立

泵外筒卷圆自动焊接生产线等。这些设备的投入，为提高公司产能，提高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创造了良好条件。   

    公司注重安全生产，为新进员工提供三级培训：公司培训、车间培训和班组培训，对生产安全、消防安全、岗位操作规

程、岗位技能等进行全方面的培训。在岗期间，公司会根据各生产部门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后续培训。为保证生产的安全

进行，公司会安排定期或不定期的车间巡查，对消防设备、安全用电、环保设施等进行监督检查。 

    （三）质量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按《质量手册》、《程序文件》、《检验标准》、《管理制度》、《作业指导书》等文

件要求进行产品质量检验及质量管理工作。制定质量目标并围绕如何达到目标开展工作。主要的质量控制方面包括以下： 

    1、产品可靠性保证和测试，对产品进行不间断的可靠性对比测试评估和分析，模拟产品在实际中可能出现的环境和状

态进行寿命测试，对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 

    2、关键零部件可靠性保证和测试，对电容、轴承、离心开关、机械密封、塑料件等关键零部件的可靠性要求进一步提

升，并增置电容寿命测试、机械密封寿命测试、轴承寿命立式测试、塑料件落锤冲击等先进的检验试验设备进行检验控制； 

    3、供应商供货零部件质量保证，确保供货的零部件按公司提供的标准检验合格后再送货； 

    4、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方面，通过把责任落实到个人，建立现场生产过程工艺纪律执行检查考核制度，对关键工序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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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工序管理制度》进行管理，保证生产过程的质量达标。 

    （四）市场营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591,867.74元，同比增长0.1%，其中不锈钢泵和塑料卫浴泵销售同比分别增长3.85%和

9.54%，而通用泵因市场需求下降，同比减少23.47%。面对2019年的经济下行压力，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对各类费用严格控

制，其中销售费用中占比较高的运输费用，由于与运输公司长期合作，公司议价能力增强，对公司厂内运输业务的计价方式

和厂外运输业务的单价进行了调整，有效降低运输成本，而且由于通用泵销量减少，运输费用也相应减少，使公司2019年上

半年运输费用实现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销售收入289,470,101.9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71%，占本年度总营收的56.14%。国内销售同期减少，

主要是通用泵的销售减少所致：2019年上半年，通用泵受多种因素影响，市场需求下降明显，故公司通用泵销量较去年同期

下降明显。公司坚持销售层级扁平化的原则，减少中间费用，降低客户的采购成本，突显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势，提高公司

竞争力；坚持以市场为中心，技术服务型销售，不单为客户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也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技术服务，从而

获得客户的认可和信赖。公司在全国的经销商网点约340个，建立有13个销售办事处，新增了南京办事处。  

    报告期内，国外销售收入226,121,765.79元，较上年增长2.53%，占本年度总营收的43.86%。公司主要出口美洲、欧洲、

亚洲、非洲以及大洋洲5大地区，共80多个国家。随着海外消费者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单价较高的SPA泵等产品销量较

2018年有所增加，进一步扩大批发零售商的服务。2019年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公司加强与美国客户的联系，通过协商，

与客户达成了共同承担关税的协议。由于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口碑较好，性价比高，公司信誉良好，客户信赖度高，再加上

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积极经营，公司在美国的销售尚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公司始终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势变化，并积极

应对。2019年，公司坚持巩固老客户，拓展新客户的策略，积极开拓其他海外市场，通过展会宣传、走访客户以及互联网搜

索引擎推广的方式拓展海外市场。 

    （五）人才建设 

    公司强调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来不断增强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提倡并鼓励员工发扬工匠精神，在岗位上爱岗敬业，

尽职尽责，精耕细作，完成自我价值实现。在研发方面，公司打造了一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专业科研团队，为公司的技

术研发提供了足够的人才储备。为不断提高各部门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公司举办了设计、绘图、工艺、检验培训班，

有针对性地对各层次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以实现专业人员与公司的同步发展。同时，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励和考核政策，

充分调动各团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每年进行优秀员工、重点岗位优秀员工、技术革新奖评选，表彰先进，树立榜

样。2018年公司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鼓励公司员工更加积极地工作，与公司发展利益与共，为公司未来三年乃至更

长时间的更好、更快地发展奠定动力基础。公司也将根据地区行业水平情况不断改善员工福利水平和工资水平，为全体员工

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并以开展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为载体，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六）募投项目建设   

    经2018年8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9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技术中心建设与信息管理系统升级项目”、“营销网络升级及建设项目”已经达成结题；由于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公司

将原募投项目“年产100万台潜水泵及清水泵扩建项目”变更为“民用离心泵产业化项目一期建设项目”，并将原“年产100万台

潜水泵及清水泵扩建项目”及已达成结题的“技术中心建设与信息管理系统升级项目”、 “营销网络升级及建设项目”的剩余募

集资金13,965.64万元及其利息收入变更到新募投项目“民用离心泵产业化项目一期建设项目”使用，该项目已于2019年开始建

设。 

    除上述变更之外，“年产60万台塑料卫浴泵扩建项目”、“不锈钢离心泵扩建项目”延期至2019年10月建成，其中“不锈钢

离心泵扩建项目”的智能全自动仓储系统已投入使用，电动机自动生产线配套设施、五工序全自动泵壳拉伸生产线、立泵外

筒卷圆自动焊接生产线仍在抓紧建设；“年产60万台塑料卫浴泵扩建项目”的电机装配生产线、单三相电机定子综合测试系统

已投资完成，电机定子自动落线设备正在抓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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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9〕6 号文件的相关

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
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

整： 

董事会审批 受影响的项目名称和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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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两个项目 

董事会审批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本期应收

票据2,284,453.63 元，应收账款

73,642,603.91 元，上期应收票据

650,000.00元 ，应收账款80,127,107.85 

元； 

（2）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两个项目 

董事会审批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期应收

票据0.00元，应付账款57,058,817.25 元，

上期应付票据0.00元，应付账款

50,512,629.28 元 

（3）在利润表中将“资产减值损失”、“信
用减值损失”项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之后 

董事会审批 位置变动后，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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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人代表：王海波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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