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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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钢琴 股票代码 00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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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婵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 
 

电话 020-81514020  

电子信箱 tc@pearlriverpia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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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758,594.75 845,659,555.51 1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987,690.05 91,481,689.94 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0,623,873.94 86,290,300.58 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531,809.50 -72,817,628.52 3.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4.46%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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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220,819.61 4,169,525,836.2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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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01,163,254.06 3,193,511,835.88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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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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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有法人 74.89% 782,496,000    

广州新华城

市发展产业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7% 48,780,487 48,780,487   

广州国寿城

市发展产业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4% 40,081,300 40,081,3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1% 9,483,500    

广州市金宏

利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5% 7,870,900  质押 7,830,000 

张理楚 境内自然人 0.46% 4,856,781    

严文华 境内自然人 0.34% 3,559,674    

陈梅金 境内自然人 0.26% 2,708,497    

吴昊 境内自然人 0.23% 2,388,096    

雷延琴 境内自然人 0.22% 2,304,4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因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与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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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披露管理方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止至本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中雷延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900 股，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302,508 股，合计持有 2,30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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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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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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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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不确定因素仍存，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国内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健，经济增长

质量稳步提升，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整体向好，稳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全球钢琴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钢琴市场

竞争更趋白热化。面对复杂的经济市场环境，珠江钢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重要指示，持续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

极推进国际化运营，推动钢琴产业高端升级，持续探索互联网+制造业融合发展，深化智能钢琴和艺术教育领域布局，使多

项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再次蝉联中国乐器制造业50强第一名，荣获 “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17年

度广东省企业文化建设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和“2017年广东省企业竞争力500强”。2018年5月，经行业专家评审、技术机构

测算、品牌评价发布工作委员会审定，珠江钢琴品牌强度得分915分，品牌价值为47.72亿元，位列轻工领域第20名。 

（一）经营业绩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96,875.86万元，同比增长14.56%；营业利润11,636.52万元，同比增长15.13%；实现利润总额

11,473.05万元，同比增长7.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98.77万元，同比增长6.02%。 

（二）钢琴业务方面 

1、推动经营创新，构建国际化产业融合模式 

（1）推进营销网络拓展，优化产品销售结构。公司进一步加强市场建设及管理，重点推广“品牌形象专卖店”为主线的

发展策略，加大专卖店建设力度，积极争取市场优势经销商渠道资源，鼓励经销商开设专卖店分店或分销商的形式拓宽销售

渠道，进一步覆盖空白市场开发，同时严格市场管理，取得明显成效，1-6月，全国共验收250家专卖店，钢琴总销量7.46

万架，同比增长7.77%；出口钢琴量4,959架，高附加值的中高档钢琴和三角钢琴均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 

（2）推进Schimmel项目，深化国际运营格局。进一步加强与Schimmel的资源互补，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发挥协同效应，

降低企业生产和综合经营成本，提高Schimmel的企业效益；引入Schimmel子品牌在国内生产，由Schimmel派驻技术总监开展

技术培训和验收，保证产品质量符合预期；继续完善Schimmel国内营销网络，积极支持全国经销商的营销活动，建立了

Schimmel国际客户对珠江钢琴的信任与信心，为集团拓展国外市场奠定良好基础，Schimmel上半年销售量952架，营业收入

6,480万元。 

（3）创新融合互联网，开拓乐器营销新业态。完善互联网+制造业模式，拓展网售渠道，大力支持天猫、淘宝企业店和

京东旗舰店的经营，整合优化线上运营、配送、售后资源，积极参加网络营销活动，有效促进了电商产品的销售，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网上销售钢琴1,221架，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6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6.55%。 

2、推动技术创新，走向高端高质高新 

（1）推动制造技术高端升级。持续推进自主创新和战略合作双向驱动，采用国际化技术合作模式，加强与Schimmel的技

术交流，通过引进国际高端技术人才、强化与科研机构院校的产学研联合攻关、与国际顶级同行进行战略合作，提升集团的

高端技术产品研发水平。上半年，集团开展钢琴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改进试验183项，完成试验56项，已有8项投入实施，

4项作为技术储备；到目前为止，集团已拥有技术专利142项，其中发明专利36项；参与编制的《尤克里里》、《中小学教学钢

琴功能与技术规范》已进入审定阶段，参与《键盘乐器键宽尺寸系列》、《钢琴弦》两份行业标准的修订。在数码乐器方面，

加强自主技术创新，逐步实现掌握核心技术的各项工作开展和长期布局。 

（2）研发高端高质产品。2018上半年，集团自主研发的恺撒堡KN系列钢琴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

奖，并完成新款钢琴设计16款；与Schimmel及国际知名钢琴品牌共同开展三角钢琴的研制；与易弹公司合作研制智慧系列

立式钢琴UF122已投入生产；三角钢琴GF156P、GF178P、GF195P已完成设计，新产品的开发持续丰富了产品结构。 

3、推进品牌活动开展，打造乐器文化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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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国际文化活动，提升国际影响力。集团品牌产品在国际、国家重要文化活动中亮相，如201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

会、联合国多元文化节珠江恺撒堡之夜音乐会、理查德•克莱德曼2018广州新年音乐会、香港金紫荆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等

活动，提升了珠江旗下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组织和支持各类宣传活动达150余场，类型上涵盖古典钢琴音乐会、流行钢琴音

乐会、交响音乐会、专业钢琴赛事、大师班、外交庆典活动等，以高端高质的产品品质树立了珠江钢琴国际乐器文化品牌形

象，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2）推进品牌公益活动，引导正面舆论宣传。继续开展“恺撒堡奖学金”、“里特米勒奖学金”、“大师班”、“金紫荆钢琴

大赛”等活动，通过品牌公益活动增强企业与专业院校、经销商和市场的沟通联系，在培育人才、提高艺术文化素质的同时

大力推广宣传企业品牌及产品；围绕集团增城厂区建设、总部厂区搬迁、新型研发机构、互联网+平台等重要主题，契合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要时机，接待中国日报、新华网、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人民网等媒体参观采访多次，树立了良好

的企业形象。 

4、推进厂区搬迁平稳过渡，促进企业高端升级 

公司加快增城项目（二期）建设进度，致力打造全球最大的钢琴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的乐器研发中心、全球最大的乐器

展销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音乐文化中心；目前总部厂区已基本搬迁至增城厂区，预计2018年9月份厂区将整体搬迁完毕。

在搬迁过程中，公司遵循依法依规、充分沟通、及时处理的原则，对搬迁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与上级相关主

管部门汇报处理，确保搬迁过程“零上访”，促进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保证企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数码乐器业务方面 

控股子公司艾茉森于2017年12月完成了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及核心骨干持股工作；2018年4月，艾茉森实现在新三

板挂牌。2018年上半年，艾茉森实现营业收入3,766万元，同比增长6.36%，启动了钢琴静音系统和珠江品牌数码钢琴的研发

工作，自主研发的数码钢琴键盘进入了样品调试阶段，并开始为批量生产配置相应的工装设备，有效提升了艾茉森的自主研

发实力。艾茉森研发的音乐厅演奏级九尺大三角数码钢琴，作为北京人民大会堂2018新春国风公益音乐会、2018年央视春晚

贵州黔东南分会场和中央电视台大型音乐竞演节目《渴望现场》的指定用琴。 

（四）音乐文化业务方面 

1、推动艺术教育产业发展，加快文化企业转型步伐。落实全国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建设项目，文化教育投资公司已在北

京、广州、佛山等地建立了教育直营店，并逐步搭建珠江钢琴艺术教育品牌的标准化框架。珠江埃诺智能乐器和数字艺术教

育课程产品不断升级，新版爱上键盘、爱上乌克丽丽课程研发完成，硬件服务方面不断优化，培训服务更加完善，有效地提

升了珠江钢琴艺术教育品牌的知名度，上半年珠江钢琴艺术教室累计开发200余家，合作伙伴覆盖626家。 

2、积极开拓影视传媒业务。负责影视传媒类业务的珠广传媒投资了《觉醒》电视剧项目，初步完成了《与幸福同行》

和《风雷证道》IP孵化项目的文字框架与形象包装。 

3、推进渔尾桥更新改造项目，建设文化产业创业园区。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正在如期推进，全资子公司

文化园区公司负责孵化园筹备及运营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已完成建筑改造方案和园区绿化布置图，以及设计施工总承包的招

投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市场调研和推广招商工作，持续与各方洽谈入驻园区或商务合作的可行性，并通过良好的外事关系

吸引国外资源、促成国际合作。2018年3月28日，由珠江钢琴承办、文化园区公司协办的2018中国广州国际投资年会的专题

分会举行，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成功亮相，起到良好的宣传推广效应。 

（五）钢琴后服务市场方面 

负责钢琴后服务市场的琴趣科技打造的“91琴趣”及“91调律”两个平台于2016年上线，为钢琴用户和调律师提供了一

个沟通交流与解决需求问题的O2O平台，2017年将传统行业与高新科技融合，推出音乐教育移动互联网产品——钢琴云学堂。

2018年上半年，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加大对钢琴云学堂的市场推广和用户开发；将调律业务升级为“钢琴云售后”，

借助多项地推活动，同步推广调律业务，加速形成产业链闭环。2018上半年，琴趣科技完成云学堂摄像头销售2102台，钢琴

调律2.38万架，主营业务收入593.67万元，成为集团新的业务增长点。 

（六）类金融业务方面 

公司现主要通过参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教育基金、传媒基金及国资产业基金开展类金融业务。报告期内，小额贷款公

司坚守“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不断完善和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监控工作，贷款风险管理流程和机制基本完善；

应势而变，积极进取，做好业务战略转型工作，使公司经营状况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七）内部管理方面 

1、创先争优，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大力推进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深入生产现场指导QC小组开展改进活动，并组织了2

个QC小组参加广东省轻工优秀QC小组成果发布交流会，均获得了一等奖的优异成绩；组织了3个QC小组参加广州市优秀QC小

组成果发布交流会，在国优专场和2个交流会场发表的QC小组在各自会场均荣获一等奖，充分展示了珠江钢琴人的风采。 

2、外引内培，优化人才团队建设。继续开展校企合作，积极引入和培养高层次人才，2018年上半年，集团共有26名员

工被南京师范大学专升本学历提升班录取，持续提升了集团人才梯队的文化水平、学历层次、能力水平。同时，公司与南京

师范大学、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开展校企合作，与中山大学力学系专业合作建设教学实习基地，定向培养能适合企业发展所需

的专业型钢琴制造及调律人才，为专业对口学生提供培训师资和实习基地，增加公司人才储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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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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了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恒声检测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宁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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