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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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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9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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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玻璃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09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臻

陈泽华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叠金工业区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叠金工业区

传真

0754-82535211

0754-82535211

电话

0754-82514288

0754-82514288

电子信箱

linz@golden-glass.cn

chenzh@gloden-glass.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包括防火窗系列、防火玻璃系统和防爆玻璃系统等安防玻璃产品。
公司根据GB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住宅建筑避难间的外窗要求而研发生产防火窗系列产
品，成为国内首家通过国家消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消防产品认证的企业。金刚防火窗耐火完整性达到1小
时以上，采用工厂整窗组装生产，工地现场整体安装上墙方式，克服了传统门窗分布进场安装、质量难以
控制的弊病，具备防火、保温、气密、水密等性能。
公司防火窗系列产品主要包括铝合金防火窗、塑钢耐火窗、铝塑耐火节能窗、铝合金耐火窗、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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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节能窗、金刚耐火节能窗。

铝塑耐火节能窗

铝合金耐火节能窗

塑钢耐火窗

公司研发生产的金刚防火窗系列产品适用于民用高层住宅。凭借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公司与国内多
家龙头地产企业保持建立了良好的的战略合作关系，与碧桂园、恒大集团、中爱地产、绿地集团、万科、
保利地产等大型房地产商多有合作，承接了多个工程项目，如：大滨河左岸、柏悦公馆、恒大翡翠华庭、
恒大滨河左岸、中海御锦公馆、大连甘井子区住宅改造、恒大华府、南昌万科公园里、融科天城、时代春
树里、恒大中央公园、时代廊桥、聘望-天玺等。

青岛金科星辰

柏悦公馆

南昌万科公园里

公司防火玻璃系统产品主要包括钢质防火玻璃及隔墙、隔热钢制玻璃门及隔墙、不锈钢防火玻璃门窗
及隔墙、钢质节能防火窗、防火玻璃幕墙、单元式防火玻璃幕墙钢铝系统及高强度单片低辐射镀膜防火玻
璃等。

钢制防火玻璃门及隔墙

不锈钢防火玻璃平移门

防火玻璃幕墙

公司防爆玻璃系统主要包括防爆炸门系统、金刚保安仓、防火防爆地铁屏蔽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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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防保安仓

上海地铁中使用公司的
防火防爆地铁屏蔽门系统

香港地铁中使用公司的
防火防爆地铁屏蔽门系统

金刚保安仓作为军、警用的专业防护产品，具有防护能力强，功能配置多，环境适应灵活等特点，是
一款优秀的军、警用专业战斗防护堡垒，可运用于军事领域。

公司产品防火窗系列、防火玻璃系统和防爆玻璃系统等安防玻璃产品主要应用于大型公共建筑设施
（火车站、机场、体育馆、地铁、高档商业写字楼及一些地标性建筑物）及高层住宅建筑。经过多年稳健
的发展，金刚玻璃的产品已应用于国内外近四百项大型工程项目，有的已成为地标性建筑。如“鸟巢”、
国家会议中心、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三个奥运工程项目，解放军电视大楼、国家地下轨道示范工程的上海
地铁、上海世博文化艺术中心、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广州火车南站、广州北京路“千年古道”玻璃地
板、南京十运会主会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和我国多个驻外使领馆，香港地铁及数码港等多个大楼盘，以
及日本东京站、日本东京モ-ド学园茧形大厦、新加坡地铁、以色列国会大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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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使用大面积的

上海中心大厦使用的

高强度铯钾防火玻璃及Low-E防火玻璃

公司鸟巢工程大样

防火玻璃幕墙

国家体育场（鸟巢）使用公司的彩釉钢化玻璃

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地下停车场使用公司防火中空玻璃隔断（带钢框架防火玻璃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承担过30多项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10项产品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其中
8项产品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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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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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2017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12,769,304.55 747,687,706.35 737,677,31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240,684.53 14,964,920.84 12,653,392.34

-797.37% 17,909,042.73

5,595,63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933,603.29 12,806,947.51 10,495,419.01

-947.36% 18,197,433.03

5,884,02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4,898,322.37

-16.93% 600,548,553.47 600,548,553.47

-206,904,660.6 -206,904,660.5
0
8

-53,477,995.90 252,562,89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0

0.07

0.060

-783.33%

0.080

0.02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0

0.07

0.050

-920.00%

0.080

0.0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0%

1.67%

1.75%

-14.75%

2.03%

0.62%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275,007,584. 1,549,221,748. 1,403,982,254.
39
24
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32,329,373.65 899,960,526.78 722,748,765.14

2017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9.19%

调整后

1,542,730,309. 1,626,079,957.
02
16

-12.51% 895,399,922.47 715,596,272.8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6日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6月6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相关公告。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2,834,774.24

244,469,379.52

135,549,877.03

99,915,27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0,882.60

9,100,088.49

1,261,509.82

-99,473,16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0,882.60

8,499,933.43

1,334,837.43

-99,639,256.75

29,852,950.38

196,493,606.13

18,205,240.33

30,346,52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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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年度报告披露日
11,520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0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何光雄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境内自然人

11.00%

23,765,000

拉萨市金刚玻
境内非国有
璃实业有限公
法人
司

10.72%

23,154,900

2.62%

5,653,600

0

深圳能量互强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瑾瑜共 其他
赢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91%

4,136,300

0

张朝波

境内自然人

1.52%

3,293,805

0

龙丽峰

境内自然人

1.05%

2,258,801

0

陈华

境内自然人

0.83%

1,790,000

0

张耿明

境内自然人

0.77%

1,671,500

0

林吉方

境内自然人

0.77%

1,666,726

0

庄哲品

境内自然人

0.74%

1,595,680

0

高远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17,823,750
0 质押

23,15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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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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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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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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2,769,304.5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93%；营业利润亏损
92,932,711.40元；利润总额亏损94,019,635.0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90,361,360.23元。
2019年，公司经营管理面临挑战和困难，主要工作如下：
（一）坚持主营，做专做精
公司一直以国家消防安全为己任，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为目标，主要从事各类高科技特种玻璃、防火
玻璃系统、防爆玻璃系统、防火门窗及耐火节能窗的研制、开发、生产。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承担过30多
项国家级、省级科技项目；10项产品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其中8项产品综合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
水平；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6项；企业现拥有防火等技术专利，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77项。在防
火防爆玻璃领域，公司各项技术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作为国内安防玻璃的龙头企业，公司产品已被广泛
应用到以色列国会大厦、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中国驻哈
萨克斯坦大使馆、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新加坡樟宜机场候机楼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建筑或特殊场所。
（二）坚持品牌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品质至上，通过质量、诚信和服务来打造品牌。8月21日，公司在第一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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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火玻璃品牌大会上获得“中国防火玻璃领军品牌”大奖。
（三）响应国家号召，促进军民融合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方向，加强产品研发投入，结合军工领域发展的新需
求，对公司原有产品进一步改进升级，力争取得更多新的发展成就。同时，公司集中精力积极参与多项军
品的投标工作，积极推进项目进展。2019年1月汕头市金平区“首批抵消产业用地再利用建设项目”正式
启动，公司子公司广东金刚玻璃防火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汕头市首批享受政策红利的企业。2019年5月22
日至24日期间，公司携最新产品“战防保安舱”亮相第八届国际警用装备及反恐技术装备展览会。公司在
技术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各类产品的性能，被给予了充分肯定。
（四）股权过户完成，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
2019年9月，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被执行司法拍卖并办理完成过户。何光雄先生通过司法拍
卖成功竞得罗伟广先生持有22,565,000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0.45%。何光雄先生成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公司经营管理层也做了相应调整。
（五）自查整改资金占用
2019年4月，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2019年6月，公司自查整改存在大股东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存在未履行信息披露程序的关联交事项等违规行为，追回被占用的资金并且对前期会
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核报告。公司针对自查整改情况出具披露了
《关于2018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予以消除的专项说明》，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核查并出具专项说明。
（六）公司面临困难，调整经营
报告期初，因2018年年度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公司可能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社会舆论持续
发酵，对公司声誉和信用度造成较大影响，公司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贷款时受阻，现金流紧缺。
公司管理层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公司内部经营情况和业务布局，主动调整经营计划，对下游订
单进行严格筛选。同时受国内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的影响，订单总数及利润率相对较高的优质订单均有所
减少。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安防玻璃

138,699,163.00

32,390,403.00

23.35%

-27.32%

-57.63%

-16.70%

防火门窗及型材

352,069,365.71

142,508,925.10

40.48%

12.53%

65.46%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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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工程
其他

113,067,789.75

-45,162,465.44

-39.94%

-50.48%

-181.54%

-64.20%

8,932,986.09

61,247.53

0.69%

57.76%

-98.44%

-68.4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
大变化的说明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降低797.37%,主要原因是：
1、公司销售额下降16.93%,成本率上升8.89%导致；
2、公司对资产进行盘点清理，将无价值固定资产、存货计提了减值损失金额合计1622.31万元，信用
减值损失3357.53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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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
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
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
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2）2019年6月6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对前期会计数据差错进行了更正和追溯调整，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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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2）、《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如实反应了公司上述会计差
错的具体情况，并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
《关于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京永专字（2019）第
3102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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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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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春来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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