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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9                           证券简称：金利华电                           公告编号：2018-061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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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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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利华电 股票代码 3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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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浩 葛美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傅村镇华丰

东路 1088 号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傅村镇华丰

东路 1088 号 

电话 0579-82913366 0579-82913599 

电子信箱 info@jlhdq.com info@jlhd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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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561,171.21 138,438,086.97 -3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24,165.06 10,768,531.68 -17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1,596,670.18 9,947,260.51 -21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00,075.90 -9,159,894.89 235.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17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1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 2.10%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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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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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039,953.79 903,236,282.80 -1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6,917,775.91 525,041,940.97 -1.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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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坚 境内自然人 28.04% 32,803,238 24,602,428   

珠海安赐成长股

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7% 17,515,000 0 质押 439,900 

杭州金龙佳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5% 10,000,048 0   

陈菲金 境内自然人 1.62% 1,895,900 0   

李云云 境内自然人 1.56% 1,821,300 0   

王克飞 境内自然人 1.45% 1,692,100 0   

金洪正 境内自然人 0.85% 990,000 0   

陈桂花 境内自然人 0.82% 957,092 0   

孙玉英 境内自然人 0.69% 803,100 0   

吴园园 境内自然人 0.68% 79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克飞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34,000 股外，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58,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92,100

股。公司股东金洪正通过华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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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990,000 股。公司股东陈桂花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95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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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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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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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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广播电影电视业 

（一）报告期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56.12万元，同比下降38.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2.42万元。其中，绝缘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079.87万元，同比下降60.09%，主要系下游电网工程

投资额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文化传媒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376.25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央华

时代戏剧投资、制作及演出收入。 

（二）报告期主要工作回顾 

（1）业务经营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维持特高压线路用玻璃绝缘子市场地位，重点加强订单供货和售后服务工作，

借此保持客户满意度和运行业绩。同时，公司也继续完善海外营销体系以及积极通过参与海外市场招

投标等方式来不断开拓海外新市场。公司紧抓“一带一路”、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的战略机遇，加快

推进国际化发展步伐，计划在巴西中部地区新建一条年产约100万片钢化玻璃绝缘子胶合组装的生产

线，以及一处产品试验室。 

此外，控股子公司央华时代持续推出经典剧目的巡演计划，全资子公司北京金利华、赫金文化自

主发展影视投资及相关文化服务业务，报告期内参与投资了电影《西游记女儿国》、《流浪狗之歌》，

并积极开展相关文化服务业务。 

（2）技术创新与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推进新产品研发，改进生产工艺，做好未来市场技术储备，保持行业技术

领先优势。公司坚持技术创新，持续进行研发和产业化投入，以市场为导向，形成集试验、研发、生

产高强度大吨位悬式绝缘子产品为一体的产业规模。 

（3）人才培养及储备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定期开展员工培训，引进专业技术人员及储备干部，扩充产品生产的技术力量并逐

步培养技术后备力量。同时，公司也积极做好文化传媒相关的管理人才的引进，促进文化传媒业务的

发展。 

（4）投资并购方面 

公司积极探索文化传媒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机会。报告期内，公司拟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中和

德娱100%的股权，中和德娱自成立以来的主营业务为广告运营、综艺节目制作和电视剧投资制作与发

行三大类。如若顺利完成收购，中和德娱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由此巩固影视制作和投资业

务，进一步落实公司转型战略，提高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 

（5）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增加信息披露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透明度；通过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和深

交所互动易平台等沟通渠道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

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提升公司形象，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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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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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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方文 

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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