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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2020-048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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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朗五金 股票代码 00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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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建忠 韩爽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大坪坚朗路 3

号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大坪坚朗路 3

号 

电话 0769-82955232 0769-82955232 

电子信箱 dsb@kinlong.com dsb@kin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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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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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97,691,084.50 2,088,778,770.90 2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188,229.16 120,658,986.04 9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6,531,563.27 118,627,339.80 9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7,616,340.05 -394,227,978.12 6.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38 8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38 8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2% 4.3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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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8,049,829.88 4,952,407,279.57 1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86,439,845.54 3,070,501,796.62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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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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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宝鲲 境内自然人 37.74% 121,333,973 91,000,480   

闫桂林 境内自然人 8.78% 28,215,135 21,161,351   

白宝萍 境内自然人 7.43% 23,874,345 17,905,759   

陈平 境内自然人 7.02% 22,574,345 17,905,759   

王晓丽 境内自然人 3.74% 12,041,370 9,153,127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2.28% 7,346,198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69% 5,434,403 0   

白宝鹏 境内自然人 1.51% 4,844,756 0   

殷建忠 境内自然人 1.13% 3,617,325 2,712,99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深 

其他 1.02% 3,266,6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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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白宝鲲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白宝鲲与白宝萍为兄

妹关系，白宝鲲与白宝鹏为兄弟关系，白宝鲲的弟弟白宝鹏的配

偶为陈平之妹；殷建忠配偶之父与白宝鲲之父系兄弟关系。除此

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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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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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经营业务概要 

  2020年1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全国宏观经济造成影响，随

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全国各地积极推动复工复产，二季度的经济状态逐步恢复。 

2020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2,780亿元，同比增长1.9%；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792,72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6%。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为建筑五金带来持续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36%，持续保持健康增长。 

作为建筑五金领域的领导企业，坚朗五金多年来专注经营发展。公司利用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围绕建

筑构配件集成供应商的战略定位不断拓展新产品、积极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发挥销售渠道优势有针对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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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新市场。同时，公司利用积累的海外市场资源，发挥海外子公司的本土化优势，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

益。随着各项措施的有序推进，公司战略规划已取得了积极效果。 

建筑五金行业仍处于一个集中度提高的时期，具有高离散、品类众多的特性，市场价格竞争激烈。报

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118.82万元，同比上升91.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22,653.16万元，同比上升90.96%。公司新产品经过培育部分收入增长较快，如智能

锁、密封胶条、新风系统等产品，随着渠道优势和产品集成优势的逐步体现，将有利于公司巩固市场领先

地位，持续提升核心竞争优势。 

按照发展规划，公司将继续围绕建筑配套件集成供应方向发展：一方面继续保持对现有优势产业的增

资扩产和新增关联产品的延伸投入；另一方面，整合建筑行业内优势资源，积极通过战略投资与合作提升

产业发展能力；丰富门窗类产品，布局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战略布局智能家居与安防市场；完善锚固技

术产品体系，助推地下综合管廊业务发展；战略代理国外高端品牌，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构建劳动安全防

护用品综合提供能力。2019年初云采平台上线，平台以“服务、支持、减负、增效”为核心目标，服务对

象定位是客户与销售人员，致力于将业务简单化、可视化，形成交互平台。目前平台已上线部分低服务和

标准化的产品，同时优化了门窗配置类产品，将部分线下工作集成到线上，实现快速响应，提高业务洽谈

效率，给销售人员减负，从而增加人均产出。未来仍根据业务需求进行迭代升级，持续为公司经营发展助

力。 

    公司积极拓展渠道建设，目前国内外销售网点500多个。大力完善上游供应商资源，建立合作共赢的

供应链管理体系。通过合资控股以及推进信息化，加强与供应链的管理，建立质量有保证、成本有优势、

响应速度快、合作能共赢的供应体系。同时，利用资本市场优势，将公司打造成为建筑配套件行业的持续

领导者。 

（二）核心竞争力分析 

1、营销渠道优势 

坚朗五金定位于建筑配套件集成供应商，以“研发+制造+服务”的全链条销售模式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和市场变化。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自建营销渠道，直接面对客户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公司不断提升自身

销售服务能力，在巩固门窗五金系统及点支承玻璃幕墙构配件产品的市场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销

售渠道的共享，通过品牌带动，不断扩大门控五金、智能家居等市场。国际化是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组成

部分，公司借助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有利契机，积极开发“一带一路”相关新兴国家的市场。

同时继续加强海外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通过海外库存前置，缩短交货周期，人员本地化管理，有力的促进

销售增长。 

2、产品集成优势 

随着房地产行业上下游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客户多样化需求使得集成化产品销售的综合优势显现。马

太效应催生的以坚朗五金为代表的大型建筑五金集成供应商出现，建筑五金行业向着“研发+制造+服务”

的方向发展。公司产品线丰富，涵盖门窗五金系统、门控五金系统、点支承玻璃幕墙构配件、不锈钢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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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配件以及卫浴挂件、高档门锁等其他建筑五金产品，并根据国家投资方向，布局管廊产品。 

公司加大投入智能锁等智能家居、卫浴及精装房五金产品，进入安防、地下综合管廊、自然消防排烟

与智能通风窗、劳动安全防护类产品、防火防水材料、机电设备与精密仪器等业务领域，基本可满足公共

建筑、商业建筑、房地产、地铁、机场、管廊等各类型建筑五金的订单一站式采购需求。本公司依托其强

大的生产设计能力，快速响应的生产管理水平，集中行业内优秀的品牌企业资源，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的采购服务，不仅可以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可以帮助客户大大降低多个供应商采购的管理成本。  

3、高效规范的现代化管理体系优势 

建筑五金属于高度离散为主的制造业，具有产品应用面广、产品种类繁多、定制产品占比高、客户和

订单相对分散等特点。本公司以信息化的深度应用为基础，依靠柔性化的生产管理、专业稳定的管理团队、

不断完善的管理流程，经过多年沉淀和积累，而形成的服务于B端客户的高效规范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已

取得国内建筑五金企业中较领先的竞争优势。 

4、资本市场及品牌优势 

 公司是目前为止国内A股上市公司中建筑配套件品类最多的集成供应商，具有较高的行业品牌形象和

品牌优势。经过多年品牌建设，本公司拥有的“坚朗”、“坚宜佳”、“海贝斯”、“新安东”、“GTI”(秦

泰)等品牌已经成为建筑五金行业的著名品牌，在行业内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将选择生产、

销售与我们现有模式存在互补和高度协同的品类和行业进行关联产业的并购或战略合作，继续扩大和延伸

公司产品线，将公司打造成为建筑配套件集成供应商。 

5、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及检测试验能力  

公司利用信息化管理工具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相结合搭建起具有坚朗特色的“研发体系管理信息化平

台”，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精准定位产品研发方向，由单点需求研发向集成产品研发升级；加大产品供给

的资源整合力度，打造一体化的“研、产、供、销”智能化管理平台，推动产品智能化生产供给的实现步

伐。 

（1）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工艺开发，本公司的研发生产技术水平已处于行业先进水平：2016年“预

应力整体张拉结构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本报告期获得发明专利5

项，其他专利37项，累计获得专利近800项。发明专利数量和专利总量在行业内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2）经过多年的检测试验技术的研究实践，本公司已经拥有了“通过国家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CNAS）”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依托强大的技术研发及检测实力，公司积极参与主编参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截至报告期末，共完成主编标准和参编标准200多项。 

（3）公司获得了研发科技创新多项荣誉：本公司于2009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于2012年通过复

审，2015年、2018年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审。2014年被授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15年被授

予“广东省建筑构配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5年被授予“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公司连续三届荣

获建筑门窗幕墙行业“金轩奖”最具影响力品牌，2017年公司参建工程荣获中国钢结构金奖，还被评为中

国门窗幕墙行业五金十大首选品牌，广东省出口名牌企业，2018年授予坚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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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2019年被中国建筑金属结构&铝门窗幕墙委员会评为五金十大首选品牌。 

6、专业化的服务 

公司将专业化技术服务配置于整个销售过程中：售前，经过技术服务人员、研发人员与客户充分沟通，

使目标工程项目实现最佳技术方案；售中，通过技术培训、详尽的产品安装说明，让客户方便安装、使用；

售后，通过回访、客户满意度调查等形式保持与客户良好的关系。根据不同产品特点扩大自建安装团队，

拓宽服务范围，满足客户的安装需求。使用线上售后安装信息化管理系统，设置400电话服务平台，实现

售后的快速响应，进一步加强与终端客户的联系沟通，提升响应速度和客户满意度，为智能锁和智能家居

产品的增长提供良好的售后保证。 

7、集成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公司一直以来对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十多年的信息化发展历程伴随和证明了公司的快速发展，各项业务

产生的数据分析对决策层提供了各种决策依据和参考。公司各主流业务系统均采用全球最大的系统集成化

解决方案供应商ORACLE（甲骨文公司）提供的系统平台，涵盖和整合了供应链、客户关系、计划及生产制

造、成本及财务管理，打通了端到端的整个业务链条。为了提升配送效率，快速交货客户，公司规划并上

线了仓储和物流运输管理系统，并将安装和售后服务的产品也纳入到系统平台，实现了完整的交付链条管

理；同时，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公司打造针对B端客户的线上服务平台，并针对公司部分产品售后

服务需要，已启用线上售后服务平台， 探索“线上下单+线下服务”新的业务模式，以企业微信为移动平

台，辅以公众号、小程序、呼叫中心等载体，快速复制并推广给客户，涵盖PC+移动的不同业务场景，满

足不同客户的下单需要，提升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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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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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非公司自主变更，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十九条，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

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

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预计净残值。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

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

法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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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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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股权取得方

式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广东坚朗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东莞 广东东莞 设立 人民币800,000,000元 100.00% 

广东坚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山 广东中山 设立 人民币20,000,000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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