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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1                               证券简称：三垒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6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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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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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垒股份 股票代码 00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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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秉铎 郭东浩 

办公地址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爱贤街 33 号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爱贤街 33 号 

电话 0411-81760071 0411-81760071 

电子信箱 sljinbd@163.com dbguodonghao@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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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54,691.64 59,852,651.07 6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89,331.59 8,741,866.30 -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2,836,677.33 6,327,709.07 -1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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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20,199.89 6,967,671.65 99.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7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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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228,806.51 1,302,043,173.99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4,037,669.89 1,145,473,098.17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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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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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融诚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00% 97,879,218 0 - - 

俞建模 境内自然人 14.15% 47,757,891 36,919,864 质押 21,805,000 

俞洋 境内自然人 7.64% 25,799,766 12,899,883 - - 

金秉铎 境内自然人 3.95% 13,327,030 9,995,272 - - 

刘平 境内自然人 2.82% 9,528,412 4,962,656 - - 

黄喜山 境内自然人 2.17% 7,315,312 0 -  

俞洪彬 境内自然人 1.81% 6,093,750 0 质押 3,250,000 

张源 境内自然人 1.69% 5,700,000 0 - - 

邓然 境内自然人 1.43% 4,809,375 0 - - 

张昕 境内自然人 1.32% 4,445,345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俞建模与俞洋为父子关系，俞洋与张源为夫妻关系，俞建模与俞洪彬为叔侄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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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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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塑料管道成套制造装备及五轴高端机床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PE/PP管自动化生产线、PVC

管自动化生产线、数控单机、精密模具及五轴高端数控机床等，2017年公司通过收购北京楷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切入了教育

行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教育、制造业双主业运营的产业格局。2018年以来，上市公司坚持推进新的发展战略，继续对优质

教育类资产进行并购整合。 

1.继续并购优质教育标的，提升教育板块竞争优势。 

2017年2月，公司全资收购在低龄留学语培赛道处于领先地位的楷德教育，迈出了布局教育的第一步。并购完成后，上

市公司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全面优化楷德教育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全力支持楷德教育的业务发展和不断升

级。 

通过并购重组实现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张、多元化运作和业务转型，是目前各上市公司实现发展战略、提升盈利能力的

重要方式，近年来，国务院及其下属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在教育行业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公司围绕教育、制造业双主业发展战略，结合自身优势和已有基础，遴选市场优质教育标的，开展并购重组。

2018年1月，公司启动针对国内儿童早期教育龙头企业北京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杰姆”）的并购。美杰

姆拥有国际知名儿童早期教育品牌“美吉姆（My Gym）”相关业务对应的全部资产，目前美杰姆已在国内开设儿童早期教育

中心近400家，扩招速度快，品牌知名度高，具有优秀稳定的经营管理团队。并购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包括美吉姆（My Gym）

亚洲区域商标及其在亚洲地区设立直营的儿童早期教育中心和许可加盟的儿童早期教育中心、注册相关知识产权、使用My 

Gym相关标识和持续课程更新等诸多权益，大大增强公司在教育板块的竞争优势，显著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2.强化原有制造业板块的盈利能力。 

塑机装备方面：公司设立之初主营塑料管道成套制造装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要客户为塑料管道生产企业，

主要产品为双壁波纹管自动化生产线及配套设备。双壁波纹管以其环保、节能、质轻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市政排水、工业排

污、光缆电缆护套、农田低压灌溉等多个领域。目前，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种系列最为齐全、生产工艺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的双壁波纹管制造装备供应商之一。塑机装备下游塑料管道市场因其自身的特点，受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水利投资的力

度、城市管网改造推进的速度等因素影响，进而会对塑机装备市场的需求产生影响。 

高端机床方面：公司于2012年开始投资高端机床项目，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三个系列、五个机型高端机床的研发工

作，拥有大量的专有技术和专利，其中五轴机床立卧转换数控铣头、双轴摇摆数控转台等核心部件的成功研发填补了国内机

床制造行业的空白。同时，公司的高端机床产品获得了航空航天领域用户订单。公司新开发了由多台五轴机床与机器人结合

的柔性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工件从毛坯到成品的全工序自动化加工，满足了客户定制化需求。 

3D增减材复合五轴机床：公司在成功完成五轴高端机床产品研发的基础上，进行了高端机床的延伸发展，结合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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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机器人技术，研发了具备国际领先技术的3D增减材复合五轴数控机床，实现了基于激光技术的金属3D增材制造与减材

加工的同步进行。此举可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为客户制定全方位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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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

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

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

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

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本期金额 38,512,440.68 元，上期金额 20,798,799.39

元；“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本期金额 11,898,102.27 元，上期金额 9,128,951.48

元；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 2,192,876.72 元，上期金额

1,114,315.07 元；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

额 0.00 元；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0.0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

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

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3,792,804.44 元，上期金额

2,680,533.75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 0.00 元，上

期金额 0.00 元。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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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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