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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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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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色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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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克义

李萍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景明大街 15 号

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景明大街 15 号

电话

025-51180028

025-51180028

电子信箱

dsoffice@baose.com

dsoffice@baose.com

300402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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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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42,225,721.16

208,789,540.71

16.01%

2,415,500.60

1,562,374.36

54.60%

-1,914,145.14

-24,632,397.21

92.23%

43,597,922.84

-5,526,425.11

88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0

0.0077

55.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0

0.0077

55.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0%

0.26%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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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1,525,852,965.83

1,288,111,183.77

18.46%

605,904,798.00

605,711,297.40

0.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25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国有法人

57.52%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2%

20,650,000

国有法人

2.52%

5,100,000

国有法人

1.30%

2,630,000

李鸿锦

境内自然人

0.54%

1,097,629

李新中

境内自然人

0.37%

750,000

刘培

境内自然人

0.24%

477,780

杨玉霞

境内自然人

0.23%

456,000

曹再云

境内自然人

0.22%

450,000

王正先

境内自然人

0.22%

436,800

山西华鑫海贸易有限
公司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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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00,000 11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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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山西华鑫海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两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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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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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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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18 年上半年，尽管国际贸易环境有所恶化，但国内经济韧性足、回旋余地大，再加上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新动能加快成长，以及关键领域改革持续发力，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
势，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基于当前国内宏观经济向好以及动能转化、去杠杆、绿色发展等利好助推，石油和化工市
场总体延续向好格局，受此影响，公司所处的化工装备制造业也呈现整体向好的态势。公司紧紧围绕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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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生产经营计划，通过新业务、新领域拓展，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持续改善经营管理、强化资源
整合、推行精细化管理、深入开展两化融合，提升生产效率；通过技术、工艺创新与优化，增加产品的附
加值，提高利润率。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42,225,721.16 元，较上年同期 208,789,540.71 元增长 16.01%；
实现营业利润-400,437.91 元，较上年同期-4,315,851.36 元减亏 90.72%；实现利润总额 3,192,907.83 元，
较上年同期 1,631,670.21 元增长 95.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5,500.60 元，较上年同
期 1,562,374.36 元增长 54.6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14,145.14 元，
较上年同期-24,632,397.21 元减亏 92.23%。
（2）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回顾
1）把握市场趋势，抢占市场先机
“十三五”以来，我国化工园区建设掀起了又一个高潮，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扩产和新建化工
项目快速展开。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动态变化，大量收集整理行业经济运行信息，
深入进行市场调研，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充分发挥公司在 PTA、PDH、丙烷脱氢、甲烷氯化物等项目拳头
产品的制造优势，开拓市场，拓展应用领域。2018 年上半年，公司营销订单显著提升。
2）加大生产管控力度，实现提质增效
2018 年上半年，面对订单量饱满、生产任务紧的现状，公司本着“保安全、抓质量、保进度、控成
本”的工作方针，全力做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工作。生产部根据交货期及材料到货情况，合理制
定生产计划排程，监督计划的落实与实施，并随时根据情况变化作出合理调整；充分利用公共资源和生产
装备，做到科学调度、协调到位；通过加强员工技能培训、强化员工质量意识、规范操作流程等加强质量
管理；通过强化员工的成本意识，提高生产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节支降耗。
3）精心组织重大项目实施，确保按期交货
针对每个重点项目由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专项小组，根据设备的结构特点、关键技术、工期要求等，进
行前期策划并编制合理精准的实施计划和技术方案；在设备制造过程中，科学、合理利用生产资源、灵活
调配生产人员；加强过程管控，细化节点目标，加大质检力度，保证设备制作每个环节的进度和质量，最
终确保设备的按期交付。
4）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两化融合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加快了信息化建设的进程。PLM 系统已建设完成，现处于功能试用优化阶段；
MES 系统的基本软件功能已建设完成，同时完成了 MES 系统的有线无线混合物联网建设方案的规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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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实现终端派工、报工业务功能操作提供了技术支撑；ERP 系统已建设完成，现在处于集成阶段，与
PLM、MES 系统进行对接后，将实现三级二价精细成本管理。
在数字化车间焊接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建设中，将精品车间的焊接设备、操作终端、监控设备、服务器
等物理设备有效连接后，
对焊机设备做传感改造，
实现了焊机电流、电压等生产数据的采集。完成了 WCAPP
（焊接工艺设计系统）软件的建设，实现焊接工艺编制、焊接工艺推理、焊接工艺流程管理、焊接工艺文
件管理、焊工管理、焊接质量分析管理等功能，并通过排产派工系统，实现焊接作业的派工、报工的有效
管控。
2018 年下半年，公司将按年度规划精心组织、科学管理，全力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同时持续推
进创新驱动，积极谋求产品多元化的途径，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技术革新、工艺优化，持续推进公司的
规范运作，努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从而更好地回馈广大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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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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