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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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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学良保证半年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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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吕冬梅 

联系地址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园太湖路 2 号 
电话 0532-87273528 
传真 0532-87273528 
董秘邮箱 fgzq@fengguang.net.cn 
公司网址 www.qdfg.cn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园太湖路 2 号 
邮政编码 266300 
公司邮箱 fgzq@fengguang.net.cn 
公司披露半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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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以精密机械加工、压铸制造为核心的精密零部件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研发、

生产和销售精密机械加工件和压铸件等金属零部件，以及为客户提供部分精密机械零部件的

加工服务。 
公司产品种类丰富，涵盖半导体、工业自动化、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公

司客户均为国内外知名企业，如：蒂业技凯（THK）、安川电机（YASKAWA）、埃地沃兹

（Edwards）、山洋电机（SANYO）、盖茨集团（Gates）、中国中车、阿尔斯通（ALSTOM）、

费斯托（Festo）、依诺信（item）、毕勤（BITRON）、均胜电子（Joyson）、日本电产（Nidec）、
岱高（DAYCO）以及阿特拉斯（Atlas）等公司。公司采用直销模式销售产品，主要通过向

客户销售精密机械零部件和压铸件，或为其提供相关的加工服务获得收入。 
公司立足于精密制造行业，始终以“中国制造”为己任，成立 20 余年来，始终专注于

精密机械、压铸制造的生产和研发，积累了丰富的精密机械加工和研发经验，在工艺技术、

生产设备先进性和操控经验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获得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162 项，荣获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青岛市企

业技术中心、胶州科技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能够为产品的生产制造、质量检测提供基础

设施保障。公司逐步完善精细化管理体系，加强生产计划、生产工序、加工方法、机器设备、

加工标准等方面的精细化设计和管理，在成本控制、安全生产等方面均发挥着积极作用，使

公司具备良好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从客户需求出发，充分运用自身成熟的生产工艺、精细化

的管理体系、严谨的品质管控等诸多优势，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专业、优质的服务。凭

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卓越的服务水平，公司获得了世界知名品牌制造商的认可，并与之形成

了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最长合作时间已长达 20 多年。 
公司具有成熟稳定的业务模式和产、供、销的完整体系，收入、利润来源相对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商业模式和客户类型等均未发生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18,420,062.12 361,457,397.80 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2,832,228.70 319,727,743.97 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53 2.43 4.1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0.23% 11.4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0.46% 11.54%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27,448,943.38 128,984,039.65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98,245.19 27,808,731.57 -5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12,212,679.93 22,413,923.56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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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59,413.86 32,163,824.72 -2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3.98% 8.0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74% 6.5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1 -52.38% 
利息保障倍数 45.06 284.04 -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0,041,378 30.43% 22,885,000 62,926,378 47.8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19,953,750 19,953,750 15.16%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1,540,000 69.57% -22,885,000 68,655,000 52.1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9,815,000 60.66% -19,953,750 59,861,250 45.49%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31,581,378 - 0 131,581,378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051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期

末

持

有

的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司

法冻

结股

份数

量 

1 
青岛丰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9,815,000 0 79,815,000 60.66% 59,861,250 19,953,750 0 0 

2 青岛鼎盛全投 境内非国有 11,725,000 0 11,725,000 8.91% 8,793,750 2,931,2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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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有限

合伙） 

法人 

3 

深圳市达晨创

联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99,500 0 9,999,500 7.60% 0 9,999,500 0 0 

4 

国信（青岛胶

州）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7,331,378 -39,904 7,291,474 5.54% 0 7,291,474 0 0 

5 
光洋技研株式

会社 
境外法人 5,450,500 0 5,450,500 4.14% 0 5,450,500 0 0 

6 
青岛高创澳海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137,509 0 2,137,509 1.62% 0 2,137,509 0 0 

7 

青岛华资盛通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667,705 0 667,705 0.51% 0 667,705 0 0 

8 李德竹 境内自然人 732,018 -102,018 630,000 0.48% 0 630,000 0 0 
9 王秀妮 境内自然人 634,758 -180,434 454,324 0.35% 0 454,324 0 0 
10 李红杰 境内自然人 0 400,500 400,500 0.30% 0 400,500 0 0 

合计 118,493,368 78,144 118,571,512 90.11% 68,655,000 49,916,512 0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青岛丰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青岛鼎盛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李军控制；股东青岛鼎

盛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李伟系实际控制人李军之弟。此外，股东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2.5 特别表决权安排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青岛丰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青岛丰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073296543A 

注册资本：10 万元 

实收资本：1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军 

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22 日 

住所：青岛市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园二期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构成：李军持股 100%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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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投资顾问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以上

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无变化。 

2、实际控制人情况 

李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东青岛丰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青岛鼎盛全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50%份额，是青岛鼎盛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控制

公司股本总额的 69.57%，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军，1970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

留权。200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先后担任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

理。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担任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 年 4 月至今担任股份

公司董事长。 

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控股方式实际控制公司，不存在通过信托方式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

控制公司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变化。 

 
 
 
 
                       

100%                       50% 
                                                                                 
 
 
 
                      60.66%                     8.91%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李    军 

青岛丰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青岛鼎盛全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丰光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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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重要事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冲突等影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公司持续贯彻

执行精细化管理的运营方针，始终将产品质量和客户需求放在首位。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

的带领下，全体员工凝心聚力，根据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开展生产经营。具体情况如下： 
1、经营业绩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44.89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1.19%，营业利润 1,547.84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53.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9.82 万元，较上年同期

降低 53.26%。 
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特别是受上海疫情影响，客户需求下降，导

致公司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半导体行业产品订单较上年同期较大幅度减少，公司产品结构发生

变化，造成公司整体毛利率下降； 
（2）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宏观环境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国际能源价

格大幅上涨，带动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了公司整体的毛利率水平； 
（3）报告期内，为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公司提高了员工的薪酬

福利； 
（4）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减少 576.67 万元。 
2、生产管理方面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公司始终坚持精细化管理，秉持以质量为本立

足和开拓市场的理念，不断提升公司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及精细化管理水平。 
3、市场开拓方面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半导体行业产品订单较上年同期较

大幅度减少。在此形势下，公司管理层及时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聚焦主业，结合

自身技术优势，深度挖掘客户需求，继续稳定和拓展客户关系，积极开发市场，拓展其它行

业客户订单，抢抓优质订单。 
4、项目建设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上合工厂正按照建设计划有序施工建设中。 
5、研发方面 
公司持续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重视研发队伍的建设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专利 31 项，其中 1 项发明专利，30 项实用新型专利。 
6、抗击疫情方面 
报告期内，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公司积极开展抗疫活动，向抗疫一线工作者捐助物

资，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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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

类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

比例% 
发生原因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保证金 100,380.57 0.02% 保证金 

房屋 固定资产 抵押 36,376,425.44 8.69% 银行贷款抵押 

房屋 投资性房地产 抵押 1,004,337.65 0.24% 银行贷款抵押 

土地 无形资产 抵押 34,006,027.98 8.13% 银行贷款抵押 

总计 - - 71,487,171.64 17.09%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产受限对公司无重大不利影响。 

 

青岛丰光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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