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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3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0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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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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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玻股份 股票代码 0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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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敏 王鑫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 20 号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滨河路 20 号 

电话 0379－65110505 0379－65110505 

电子信箱 beibogufen@126.com beiboguf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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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752,001.21 482,548,903.92 -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71,740.37 -5,779,723.67 53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929,077.99 -12,243,737.25 18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85,338.97 1,856,486.65 -59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0.0062 537.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0.0062 5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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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0.39%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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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808,936.60 1,979,224,458.36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5,533,390.34 1,500,261,452.4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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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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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明 境内自然人 52.34% 490,549,801 374,941,111   

冯进军 境内自然人 4.81% 45,081,991 0   

高学林 境内自然人 3.57% 33,462,159 0   

史寿庆 境内自然人 0.75% 7,065,317 0   

蔡永其 境内自然人 0.27% 2,548,700 0   

施玉安 境内自然人 0.27% 2,517,161 2,060,371   

徐岭钦 境内自然人 0.26% 2,460,393 0   

高德顺 境内自然人 0.24% 2,271,497 0   

蔡杰 境内自然人 0.22% 2,041,998 0   

杨迎军 境内自然人 0.21% 2,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 10 名股东中，高学明、冯进军、高学林为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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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德顺、杨迎军所持股份为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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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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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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延期复工，并在最

快的时间内做到了稳步复工。复工后全员共同努力，多措并举，积极化解疫情风险、减少疫情对经营的影响。面对不断升级

的贸易冲突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公司团队审慎灵活应对，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专注于高端智能装备领

域，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深挖企业内部潜能和市场潜力，统筹全面均衡，持续推进公司的稳健发展。 

1、疫情防控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面对市场形势的严峻挑战，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上级的战略部署，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的举措，启动抗疫战时指挥体系，全面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了员工“零疑似、

零确诊”。 

同时积极推进复工复产。新冠疫情爆发后，公司迅速制定了防疫方案并积极组织实施各项防疫措施，在保证防疫安全的

情况下于2020年2月首批复工复产，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已恢复正常，员工复工率100%。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好转，国外新冠

疫情转重，公司部分产品出口业务受到了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降。但在新冠疫情初期，公司就对原材料供应及防疫物资情

况进行了准确的预判，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加强与供应商沟通、提前储备原材料及防疫物资等方式，保证了物资及时性

和充足性。在日常工作中更是通过优化工艺流程，从生产前端的设计环节，统筹指导生产成本降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

品质量、消除品质隐患。并通过微信、直播等方式积极拓展营销，不断开展创新举措以适应疫情后的市场形势和竞争态势。

公司员工团队战斗能力和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537.25%，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81.10%。 

2、生产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两大支柱产业玻璃深加工钢化设备及深加工玻璃产品都展示出了良好的经营韧力及潜力。 

玻璃深加工钢化设备，是公司支柱产业之一，报告期完成销售收入18,861.87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40.76%。在疫

情对出口形势带来较大不利影响及有效生产时间受疫情影响缩短的情况下，“以变应变、共克时艰”，积极与客户沟通，共度

难关，保持了销售订单的总体稳定。其中6月份新增订单近30台，订单金额超7500万元，已超越往年的单月国内订单额纪录；

年初疫情严重肆虐，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公司在3-6月就实现了订单的正常交付、设备的安装调试，保证了合同的正常履

行；在异常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圆满完成了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美国伊利诺州的生产基地所购置的两台连续

钢化玻璃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完成顺利交付。 

深加工玻璃产品，是公司另一主导产业，报告期完成销售收入21,608.51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46.70%。坚持高端

路线、差异化特色，报告期内深加工玻璃产品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80%，市场占有量不断提升，产品也应用在诸如：

深圳华为福田卓悦店、华为上海新城市客厅项目、美国－谷歌Google Caribbean 、美国－Nashville苹果销售店、香港太古2B

塔楼等建筑项目中。并获评“2019-2020年度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玻璃类首选品牌”、“建筑玻璃首选品牌”、“建筑玻璃

十大首选品牌”、“建筑玻璃创新力品牌”等奖项和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应用的部分建筑项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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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构建技术壁垒，扩大技术领先优势夯实公司业务综合竞争力，研发投入同比

增长25.21%。一方面在现有的高端装备研发生产的基础上对相关技术进行整合、升级、延伸。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攻克玻

璃深加工过程中的技术难点，不断加大研发，提升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保障了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同时，充分发挥利用自身建设的河南省玻璃加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玻璃深加工智能装备及产品工程研究中

心、河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三元流风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市建筑玻璃结构功能优化技术企业重点实验室、上

海市松江区企业技术中心为支撑的研发创新平台优势，研发成果、专利授权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取得

专利授权311项，其中发明专利70项、实用新型专利229项、外观设计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保护8项；申请专利491项，其中

申请发明专利139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338项、申请外观设计专利4项，申请软件著作权10项。 

4、公司治理 

公司不断调整和优化经营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公司根据新《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和相关部门关于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修订，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 

公司积极提高管理水平，及时准确完整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投资者，切实保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积极履行自身责任，勤勉尽责，本着对公司，对股东负责的

态度在日常运营管理上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经营，提升管理水平，保障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健康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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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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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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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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8日，公司完成全资子公司洛阳北玻高端装备产业园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并取得了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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