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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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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鹏起 600614 鹏起科技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鹏起B 900907 鹏起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雪云 刘铁龙 

电话 021-35080130 021-3508013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9号财富

国际广场金座18楼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9号财富

国际广场金座18楼 

电子信箱 pqkj600614@163.com pqkj600614@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831,936,752.43 5,005,753,821.21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42,259,458.19 1,086,397,026.79 -4.0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481,715.59 -104,917,830.20   

营业收入 814,494,445.34 1,058,672,440.55 -2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121,681.13 156,907,232.56 -14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180,208.56 150,246,879.97 -141.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179 3.136 减少9.3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7 0.090 -14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7 0.090 -141.1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1,1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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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43 200,276,020 0 冻结 200,276,020 

张朋起 境内自

然人 

8.73 152,999,169 0 冻结 152,999,169 

曹亮发 境内自

然人 

7.06 123,781,631 0 质押 123,781,631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天勤十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5.23 91,588,168 0 无 0 

深圳市前海朋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89 50,629,792 0 冻结 50,629,792 

宋雪云 境内自

然人 

1.78 31,212,344 0 冻结 31,212,344 

北京申子和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78 31,212,344 0 冻结 31,212,344 

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7 30,987,658 0 冻结 30,987,658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未知 1.73 30,293,991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未知 1.71 29,886,872 0 无 0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前海朋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申

子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宋雪云、张朋起、

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 81,449.44万元，相比同期减少 23.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512.17 万元，相比同期减少 141.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225.95 万元，相

比同期减少 4.06%；总资产 483,193.68万元相比同期减少 3.47%。 

2019 年上半年经营状况不太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为，自公司 2018 年度发生系列诉讼以来，公

司部分银行账户和资产被查封，使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能力受到重大影响，造成经营性流

动资金极度紧张。因公司的系列诉讼及资金问题，导致部分子公司拖欠采购供应商款项，部分子

公司员工工资发放出现困难，也导致了部分客户订单丢失，从而对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公司与子公司面临这重重挑战，经营管理团队并没有丝毫懈怠，团结广大干部职工，大

家万众齐心，沉着应对。公司 2019年上半年公司的营业收入相比同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公司的

一项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在推进，保证公司运营的基本稳定，努力改善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境况。 

 

（一）积极应对系列诉讼及相应带来的风险 

对于公司所涉及诉讼情况，主要分成四大类：因涉及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讼；因未

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事项涉讼；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讼；因股权转让纠纷涉讼。对

于上述各类案件，公司法务部及外聘律师积极应对，制定了完善的应诉方案，维护公司利益。 

同时对于系列诉讼所带来的风险，公司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内控建设，加强风险排查，防止风险的扩散和蔓延； 

（2）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沟通，争取得到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3）主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联络与沟通，尽量争取债务能顺利延续或展期； 

（4）加强与客户、供应商的沟通，尽量减少诉讼对产品销售、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影响； 

（5）关注员工的工作状态，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尽量保证员工队伍稳定； 

 



（二）积极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风险事项并采取相应措施 

报告期内，关于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多次向公司董监高、各部门及

下属子公司发函征询，要求进一步自查。经核查发现多笔未披露的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及时进行

了信息披露，并采取措施努力消除影响。一方面，公司与被担保方沟通，督促借款主体尽快履行

还款义务，另一方面对于已披露公司因违规担保事项涉讼事项，公司积极应诉，争取免除上市公

司担保责任，对于尚未涉讼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努力与债权人协商中，以争取免除上市公司担保

责任。 

公司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制度上堵塞漏洞；严格制度的执行，特别是加强对二级企业的管

控；加大对违反制度的事件的惩处力度，让每个人都敬畏法规、敬畏制度。 

 

（三）积极推动日常生产经营工作 

面对流动资金不足等的问题，各下属子公司上下齐心、群策群力、团结奋战，克服重重困难，

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基本稳定，部分子公司基本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 

各行业类子公司根据其特性做好相应的工作。 

军工行业类子公司，市场开发着力维护老客户，稳定客源，力争开发新客户，其中下属全资

子公司洛阳鹏起客户涵盖航天、船舶、电子、中科院、航空、兵器、高端民用等九大领域，目前

客户数量达九十多家。技术研发方面，各子公司的研发团队不断取得突破，其中控股子公司宝通

天宇完成了 2019年上半年的全部 11项科研生产任务。洛阳鹏起在铸造领域共申报三项科研项目，

并如期进行；在专利方面共申请 5 项专利技术，其中 2项为发明专利，截止目前已受理 3项；同

时在科技论文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上半年共完成 3 篇科技论文的撰写，其中一篇已见刊，其余

两篇均已录用，且 3 篇论文均为国家核心期刊，实现了公司近年来核心期刊零的突破，也预示着

公司科研实力的逐步增强。生产方面，在各岗位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子公司克服人员不足等的不

利条件，部门各岗位人员加班加点，以保证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环保行业类子公司丰越环保，市场方面供应部在年初根据公司的年度计划，制定了供销管理

制度，以及采购和销售奖惩管理办法，充分调动全体采购和销售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时

常奔波在全国各地，进行市场调研，及时掌握和了解市场动态，对市场竞争对手做到了知己知彼，

为采购品种、采购价格、市场判断。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果，2019年上半年，研发中

心主要与中南大学教授一起进行废旧线路板回收锡技术合作，目前已进行生产中试，同时还进行

了新液除氟剂开发，目前正在小试阶段，实验室效果很好。研发中心上半年申请专利技术 4 项，

在工艺技术攻关方面，主要有：硫酸锌溶液电解实验、废旧线路板碱浸液电解回收锡实验、污水

除 COD、氨氮实验、废水除铊实验以及除氟剂开发实验等。在生产方面，2019 年上半年，各分厂

除二厂年度计划内检修停产 40天，一厂、三厂部分生产线短暂检修外，全公司生产正常。 

 

（四）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 

为了让公司尽快走出困境，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2018 年 12月 27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广金资本签署了《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之投票权委托协议》。投票权委托事项的顺利完成，能有效改善公司股权结构，有助于完善公

司治理，将很大程度上重塑公司市场形象，提升投资者持股信心。但因关于投票权委托事项存在

因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而被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责令暂停或者停止收

购活动的可能。2019年 8月 22日广金资本以《告知函》的方式告知公司：因《投票权委托协议》

生效要件无法满足，该协议自始未发生法律效力，广金资本自告知函出具之日起终止与本项目相

关的各项准备工作。 

广金资本终止投票权委托相关准备工作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仍在考虑新的合作模式，

寻找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努力争取通过公司内部持续改善经营水平的同时，借助外部力量帮助



公司消除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影响、解决资产帐户被查封冻结和流动性不足等问题，从而早日摆

脱目前的困境。 

（五）敦促实际控制人尽快解决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等问题 

公司实际控制人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违规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巨大，严重损

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实际控制人制定了以下消除违规影响的计划： 

1、通过以下方式归还占用公司资金： 

（1）公司积极维持各子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并积极提高各子公司的赢利能力，同时随着上

市公司经营逐步稳定，预期股价将回升到理性水平，实际控制人积极筹措资金归还占用资金； 

（2）积极通过和其他投资人及其他债权人共同培育大股东现有的投资项目，逐步盘活，既可

为还款提供保障，也可将所得收益用于还款。 

2、通过以下方式解除违规担保： 

（1）实际控制人和有关各方积极协商，力争取得各方的理解和支持，争取最短时间内逐步解

决违规担保事项。同时，积极与其他债权人进行沟通，拟与新的投资者合作，合作经营，孵化新

项目，在新合作项目中共同参与、共同经营，早日偿还债务，解除违规担保事项； 

（2）积极采取法律手段诉讼，根据关于违规担保的司法解释以及现有的司法判例，尽早通过

司法解除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 

公司董事会要求实际控制人尽快制定更加详细具体的还款方案和消除担保的措施，不排除采

取法律手段追回实际控制人所占用资金和违规担保对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