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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4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9-81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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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鹏股份 股票代码 00237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海霞 赵艺徽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

丽鹏路 1 号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

丽鹏路 1 号 

电话 0535-4660587 0535-4660587 

电子信箱 haixia5229@sina.com zyh8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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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991,006.88 708,345,418.05 -3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493,106.92 38,276,377.19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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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69,856.00 38,122,344.50 -91.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999,429.69 -343,527,807.75 92.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0 0.0436 2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0 0.0436 2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 1.19%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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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7,702,267.68 5,635,306,362.97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41,210,925.62 2,394,717,818.70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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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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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睿畅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8% 105,104,481 0 质押 96,517,021 

孙世尧 境内自然人 7.60% 66,649,111 0 冻结 19,649,111 

汤于 境内自然人 7.01% 61,496,492 61,496,492 质押 49,197,000 

杭州晨莘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2% 35,283,722 0 质押 32,515,422 

孙鲲鹏 境内自然人 3.03% 26,577,460 22,183,095 质押 16,270,000 

西藏坤德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19,008,000 0   

孙晓光 境内自然人 2.09% 18,338,297 0 质押 18,338,200 

王寿纯 境内自然人 2.05% 18,000,000 0   

蔡玉璞 境内自然人 1.44% 12,606,165 0   

兰坤 境内自然人 1.25% 10,959,796 0 质押 9,833,9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孙世尧与孙鲲鹏为父子关系。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世尧、孙鲲鹏、杭州晨莘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孙世尧通过国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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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47,000,000 股;股东王榕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8,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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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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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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丽鹏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7 丽鹏 G1 112623 2022 年 12 月 01 日 25,000 6.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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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4% 55.25%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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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2.37 -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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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2019年上半年，受国内金融机构融资收紧的持续影响，控股股东加大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力度，从人才、资金、管理入手，

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1、园林生态主业：不忘初心，为美丽中国努力奋斗 

（1）园林板块的市场环境及发展战略 

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将“美丽”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中，同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重要战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与 “美丽中国”、“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推进，园林行业将得

到进一步的规范化发展。公司将进一步注重优质地区和优质项目的开发和拓展，为未来业务储备更多优质的政府客户资源，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通过抓管理、抓市场、抓质量、抓效益，助推企业增收，促进全产业链发展。同时，公司将努力完善

公司各类工程资质，优化内部管理、拓宽项目的融资渠道，加强工程应收款项的催收，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2）园林板块上半年主要工作 

2019年以来，在决策层的带领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创新经营模式、规范项目

管控，开展科技创新，公司各项业务进展顺利，各项目工作按照计划持续推进，上半年公司在建项目共11个，项目整体运营

状况良好，武汉滨湖尚城景观绿化项目、合川石庙子水库项目、巴州区津桥湖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恢复建设项目、遵义苟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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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旅游创新区建设项目、安顺市西秀区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二期）项目等项目持续推进，安全、质量、进度方面有序

可控，简阳雄州大道项目、桓台县猪龙河入湖口人工湿地二期项目、蒲江县西河河滨景观建设项目等几个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积极推进项目竣工交验、移交，并做好工程竣工结算工作。公司成立的应收账款催收小组通过法律诉讼等各种方式对应收账

款积极展开催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园林板块的工作计划 

1）加大在华中、华东等地区的优质园林工程类项目的拓展，储备优质地区的优质项目资源，提升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2）重点拓宽项目的融资渠道，改善公司的负债结构，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稳步推进现有项目完成投资建设，

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大力度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催收； 

3）紧跟国家要建设绿水青山的发展思路，择优筛选项目，重点对已纳入国家PPP项目库的项目进行投入，保障业务的持

续稳定发展。 

2、防伪包装主业：牢记使命，为消费者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1）积极开拓铝防伪瓶盖在我国啤酒、葡萄酒等非白酒领域的市场 

铝防伪瓶盖已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啤酒、葡萄酒、高档矿泉水、果汁、功能性饮料等领域中广泛使用，而在我国，如啤酒

包装尚以传统的皇冠盖为主，葡萄酒包装也以传统的软木塞瓶盖为主。由于铝防伪瓶盖所具有的加工精美、包装精度高、易

回收和成本低的优点，公司重视该产品在我国啤酒、葡萄酒等非白酒领域的应用和潜在的巨大市场。 

（2）实施瓶盖二维码升级改造，实现由传统制造业向“互联网+制造业”的转型 

通过在公司现有主营产品的防伪瓶盖上印刷二维码，为客户提供防伪打假、产品追溯、防窜货等增值服务，同时利用互

联网平台，发挥现有的客户渠道资源优势，向客户提供整合营销和数据分析处理等商品流、数据流和信息流等方向转化，实

现由传统制造业向“互联网+制造业”的转型，实现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报告期内，公司及各子公司共生产二维码

瓶盖15347.19万只。 

（3）继续稳步拓展国际市场，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度  

随着公司近几年来出口业务的快速增长，公司的出口已逐步形成了以西亚、中亚市场为龙头，东南亚、葡萄酒市场为两

翼，以其它市场为补充的全球市场体系。公司将在现有的发展战略及市场布局情况下，根据业务发展形势逐步形成直销、代

理、办事处、分公司等多种形式的销售模式，完善公司国内外市场的总体布局。 

（4）大力推广28口、38口防伪瓶盖在国内酒水饮料市场上的应用 

    近年来，28口、38口包装在国际上引领了新的潮流，广泛应用在啤酒、矿泉水、燕窝、咖啡、饮料、预调酒等产品上。

公司提前谋划，于2018年年底引进了中国首条高速全自动28mm、38mm国际先进的28盖、38盖，报告期内，共为客户配套生产

28口瓶盖、38口瓶盖4200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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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鲲鹏 

2019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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