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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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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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明精机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28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芸

胡玲儿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纺织工业园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纺织工业园

电话

0754-89811399

0754-89811399

电子信箱

stock@jmjj.com

stock@jmjj.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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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64,979,360.78

160,218,074.49

2.97%

14,436,169.44

5,502,320.44

162.37%

3,739,810.67

-2,865,983.29

230.49%

24,916,202.59

8,927,089.06

179.11%

0.03

0.01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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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0.45%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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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660,248.88

1,502,206,559.97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6,909,024.28

1,228,756,706.81

0.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61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马镇鑫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6.85%

70,576,227

0

广州万宝长睿投
国有法人
资有限公司

13.77%

57,702,344

0

广州万宝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13.57%

56,867,977

0

4.40%

18,446,131

16,928,095

海南海药投资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4.20%

17,596,597

0

余素琴

境内自然人

2.43%

10,170,844

7,628,133

张浩铭

境内自然人

2.27%

9,527,411

0

上海方圆达创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方圆 其他
－东方 22 号私募
投资基金

1.09%

4,556,200

0

宗蓓蕾

0.81%

3,400,000

0

0.75%

3,160,000

0

马佳圳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四川四凯计算机
境内非国有法人
软件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股东中，余素琴为马镇鑫配偶，马佳圳为马镇鑫儿子，余素琴、马佳圳为马镇鑫
之一致行动人；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为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方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22 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信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用账持 4,556,2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55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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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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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经营概况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传播，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实体经济运行造成明显冲击，工业生产面临诸多困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5114.9亿元，同比下降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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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压前行，一方面，降本增效增强
发展韧性，另一方面，集智聚力激发业务活力。公司管理层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补短板、拉长板，升级
新动能，着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适时调整经营部署，有序地推进新产品开发、产业链延伸和市场搭建，
助力企业产业升级。报告期内，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经营稳健，实现
营业收入164,979,360.78元，同比上升2.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36,169.44元，同比上升
162.37%。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情况
1、稳中求进，延伸下游产业链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于三十余年塑料机械制造经验，在特殊形势下求稳、求变、求新、求进，充分发
挥塑料薄膜装备制造业产业优势，以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拓展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技术创新为
驱动力，着眼于当下，放眼于未来。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如下：
夯实智造主业，拓展光学膜产业链。公司围绕“智慧金明”战略，持续夯实塑机智造主业，改善产品性
能、提升用户体验，增强“基本功”。公司持续关注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行业前沿技术，进行新应用领
域的新产品、新机型、新技术的创新研发，以及现有应用领域的技术升级、产品提升，为公司未来发展蓄
力。此外，公司定增项目“特种多功能膜智慧工厂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了一条双向拉伸光学基材薄膜生产
线铺设及调试工作，并根据光学薄膜生产线特点规划建设了智能生产车间及控制中心，部分行政及办公场
地、宿舍及食堂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已投入使用，项目主要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处于试生产阶段。公司
在光学膜领域的探索和产业布局已初见成效，不仅为下游光学基材薄膜销售打开良好的局面，更为实现最
终目标即多功能膜智慧工厂方案销售奠定基础，推动公司更好更快地实现经济效益，提高公司盈利质量。
化危机为机遇，适时研发防疫新产品。自年初疫情爆发以来，公司积极响应政府抗击疫情号召，结合
生产防疫实际需求及未来发展规划，集智聚力，迅速决策，于2020年2月中旬召集研发及生产人员开展口
罩及其设备、熔喷布/无纺布及其设备的工艺设计、技术攻克及生产方案制定，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上述新增
产品的技术研究及成果转化并实现销售。公司在疫情的严峻形势下加紧研发生产防疫设备及其制品，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体现了企业良好的技术储备及转化能力，在满足自身复工用工防疫需要的同时，亦对公司
及上下级企业、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类别，是企业在疫情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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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救、互助、保发展、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报告期内，公司口罩、口罩机、熔喷布设备共实现销售收
入522.99万元，实现销售利润145.06万元。
2、适应形势，创新渠道建设
2020年上半年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受疫情影响复产复工延迟，人员往来及物流受阻，多场国内外行业展
会取消或延期，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创新市场渠道维护方式，全力应对全
球经济波动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司积极探索以线上形式开展业务拓展、客户联系、设备验收、售后服务等工作，激发业务活力，取
得一定成效。面对海内外疫情的不确定态势和外访受限等不利因素，公司多角度收集市场信息，积极加大
线上业务资源投放力度，拓宽宣传渠道，积极增强与客户的沟通，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加强上下游企业联
动，提升应对市场竞争的综合实力和服务水平，以高品质的产品及服务赢得市场口碑。报告期内，在全球
疫情、经贸摩擦、竞争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健。
公司通过多种方式贯彻“智慧金明”的战略规划，细化营销策略和市场分析，激活客户资源，挖掘业务
潜力，不断扩张业务覆盖领域，巩固公司在高端薄膜智能装备制造领域的优势地位，增强市场竞争力。
3、降本增效，深化统筹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提升发展韧性，实现降本增效。在内部管控方面，公司重点加强
资金盘活、规避汇率风险，延续使用ERP企业信息化管理体系、6S管理体系等规范化企业管理；在生产管
理方面，公司强化供应链响应能力，持续推行精益生产项目，借助专业咨询团队的力量全面梳理生产流程，
规范产能管理，严控成本支出，推进生产体系架构优化；在产品开发方面，深入运用“流程管理变革”（IPD）
新模式，搭建起研发系统、营销系统、供应链系统、生产系统几大职能模块的桥梁，以实现高效、协作的
经营运作，持续激发团队活力。2020年上半年，公司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研发费用均较上年同期下降，
成本管控、效率提升效果良好。
4、开拓视野，立于技术前沿
公司着眼于当下，立足于主业，放眼未来，为实现“国际金明、价值金明、标杆金明、幸福金明”的企
业愿景而不断努力。
在国家智能制造、绿色环保等政策引领之下，公司注重清洁生产，坚持将节能减排和环境友好作为推
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公司以先进的理念、出色的专业研发团队不断提升产品节能环保技术，研
发升级高效节能型塑料机械产品，实现智能化塑机产品运行高效能、高性能、低能耗，以适应国民经济节
能减排、环境治理对塑料机械装备的更高要求。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升级，对海外业务拓展带来挑战，也推动了国内“进口替代”
进程。公司将抢抓机遇，积极提升技术实力、产品质量，提高品牌价值，主动参与“内外循环相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图新求变稳增长。
（三）总结
2020年上半年，公司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及行业趋势，砥砺前行，保证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两不误，在
统筹管理、科研攻坚、业务拓展、产业升级及企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公司适时调整经营部署，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业务结构，夯实主业，降本促效，培育利润增长点，放眼制造业转型升级形
势，富集优势资源，多措并举推进“智慧金明”发展战略，不断推进“金明工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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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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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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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旧准则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以前年度的
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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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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