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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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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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002651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益俊

高峰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电话

028-85366263

028-85366263

电子信箱

Hyj5445@163.com

Feng66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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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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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76,291,249.75

276,257,477.00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274,271.39

81,718,741.78

-1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751,382.19

67,710,204.16

-1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173,820.78

-1,654,386.79

3,49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1%

3.93%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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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7,094,872.65

2,663,609,543.60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4,621,686.40

2,200,837,059.85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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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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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34.60%

352,039,997

264,029,998

何佳

境内自然人

28.48%

289,775,148

217,331,361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3.29%

135,262,575

0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其他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0.94%

9,600,000

0

徐航

境内自然人

0.70%

7,140,000

4,500,000

林晓枫

境内自然人

0.59%

6,000,000

3,600,000

张乔龙

境内自然人

0.54%

5,464,802

0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光大
永明资产聚财 121 号定向资产管 其他
理产品

0.53%

5,391,855

0

张林林

0.24%

2,400,000

0

0.24%

2,392,951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 其他
资基金

质押

111,559,1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何亚民与何佳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并合计
持有公司 63.08%的股份。除此情形外，公司未知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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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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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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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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国内外经济形势愈加复杂
严峻，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上升，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等因素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强有力的领导下，一边积极组织抗疫，一边积极恢复生产
经营。公司及其下属主要子公司于二月初在所属工业园区内率先复工复产，全力做好内部防疫工作
的同时积极应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各种不利因素；围绕年度工作目标，聚焦关键任务，抢时间、
抓进度，努力确保公司粉磨系统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业务和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业务的正常运行。经
营业务概况如下：
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76 亿元，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营业利润 0.82 亿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50%；实现净利润 0.6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3%，其中：航空航天零
部件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069.87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96.69 万元。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2020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 27,629.12 万元，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公司营业成本 15,771.7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4.51%；公司销售费用 1,556.5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57%；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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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6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8.76%；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1,526.87 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 631.91%。其中：全资子公司德坤航空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业务，
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69.87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96.69 万元。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的原因说明如下：
1、营业收入分析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构成及变化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营业收入合计
粉磨系统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业务
其中：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辊系（子）
其他业务
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业务
其中：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各系列产品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增减额度

276,291,249.75
255,592,508.92
112,222,964.90

276,257,477.00
264,093,049.18
108,781,290.61

33,772.75
-8,500,540.26
3,441,674.29

0.01%
-3.22%
3.16%

29,697,131.50
85,987,018.99
27,685,393.53

-10,074,907.45
126,321,637.64
39,065,028.38

39,772,038.95
-40,334,618.65
-11,379,634.85

394.76%
-31.93%
-29.13%

20,698,740.83
20,534,160.30

12,164,427.82
12,026,831.36

8,534,313.01
8,507,328.94

70.16%
70.74%

164,580.53

137,596.46

26,984.07

19.61%

其他业务

同比增减

原因说明：
（1）粉磨系统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业务
报告期，
粉磨系统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5,559.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50.05
万元，下降 3.22%，该类业务增减变动幅度较大的产品有矿山用高压辊磨机、辊系（子）和其他业
务。主要原因如下：
①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各系列产品主要运用于冶金矿山领域，报告期实现收入 2,969.71 万
元，去年同期实现收入-1,007.49 万元（其中当期收入 103.62 万元，退货冲减收入 1,111.11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3,977.20 万元。主要原因有两方面：a 上年同期实现销售的系列产品为小型号（辊
径小于 1.4m）高压辊磨机，销售价格较低；同时受全资子公司利君科技与西乡县鲁泰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原销售产品退回冲减收入的影响，致使上年同期收入为负值；b 报告期内实现
价格较高的中型及以上型号（辊径大于 1.4m）系列产品的销售。综上，受销售产品型号大小、销售
价格高低差异的影响，致使该类产品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②辊系（子）是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和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产品的核心集成部件，为公司
针对产品下游客户需求研发的定制产品。报告期实现收入 8,598.7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033.46
万元，下降 31.93%；
其他业务主要是辊压机(高压辊磨机)的零部件。报告期实现收入 2,768.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1,137.96 万元，下降 29.13%。
上述业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下游部分客户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复产，需求量减少所致。
（2）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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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069.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16%，主要
系全资子公司德坤航空在报告期内加大对已交付客户产品的议价力度，确定合同并签订生效，实现
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分析
公司营业成本同比上升 4.51%，构成及变化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增减额度

同比增减

营业成本合计

157,717,321.15

150,911,997.37

6,805,323.78

4.51%

粉磨系统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业务

150,024,948.90

146,295,313.90

3,729,635.00

2.55%

其中：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81,833,921.25

74,168,463.52

7,665,457.73

10.34%

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21,184,890.75

-4,344,256.77

25,529,147.52

587.65%

辊系（子）
其他业务

33,166,579.98
13,839,556.92

54,910,952.60
21,560,154.55

-21,744,372.62
-7,720,597.63

-39.60%
-35.81%

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业务

7,692,372.25

4,616,683.47

3,075,688.78

66.62%

原因说明：
（1）粉磨系统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业务
①公司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各系列产品主要运用于矿山行业，上年同期全资子公司利君科
技与西乡县鲁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原销售产品退回冲减成本，剔除该影响因素后，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营业成本增长主要是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②公司辊系（子）是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和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产品的核心集成部件，为
公司针对产品下游客户需求研发的定制产品。致使报告期营业成本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a
收入下降致使营业成本下降；b 部分原材料采购价格下降。
③其他业务主要是辊压机(高压辊磨机)的零部件。报告期其他业务成本下降主要系下游部分客
户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复产，致使营业收入下降，营业成本下降 。
（2）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业务
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业务营业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上升。
3、现金流概述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617.3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3,495.45%，主要系报
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285.7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455.80%，主要系本
报告期全资孙公司德坤利国按投资协议支付航空航天装备智能生产线项目土地腾退费及土地竞买保
证金、购买设备、建筑工程款和德坤空天购买设备支付款项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9.42%，主要系公司上期将
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向银行贴现，致使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本期无上述事项所致。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1,526.8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31.91%,主要系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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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全资孙公司德坤利国按投资协议支付航空航天装备智能生产线项目土地腾退费及土地竞买保证
金、购买设备、建筑工程款和德坤空天购买设备支付款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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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
意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
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详细
情况请参见 2020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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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亚民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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