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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装备                           公告编号：2018-074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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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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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兴装备 股票代码 00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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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林 叶裕平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电话 0769-88803333-812 0769-88803333-812 

电子信箱 investor@nanxing.com.cn investor@nanxing.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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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60,724,942.59 354,520,064.03 5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426,983.06 53,564,583.55 4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3,102,791.74 47,086,892.83 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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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136,478.28 57,830,300.56 -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50 0.4899 35.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57 0.4899 3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5% 6.69%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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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572,053.01 1,089,771,100.01 7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8,368,464.25 873,936,045.32 77.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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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南兴

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64% 49,387,200 0 质押 21,850,000 

南平唯创众

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7% 8,233,177 8,233,177   

南靖唯壹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3% 7,785,872 7,785,872   

詹任宁 境内自然人 4.81% 6,310,600 4,732,950 质押 4,600,000 

林旺荣 境外自然人 4.81% 6,310,600 4,732,950 质押 6,300,000 

林旺南 境内自然人 3.19% 4,186,900 0 质押 4,186,900 

詹谏醒 境内自然人 2.09% 2,743,700 2,057,775   

陈俊岭 境内自然人 1.79% 2,344,112 0   

东莞市宏商

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唯

一互联网信

息安全产业

发展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8% 2,335,761 2,335,761   

广东通盈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 2,093,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林旺南与詹谏醒为夫妻关系。二者为实际控制人，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 5.28%的股份，

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南兴投资 100%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37.64%的股份，合计持有本公

司 42.92%的股份。 

2、詹任宁与詹谏醒为兄妹关系，林旺南与林旺荣为兄弟关系。 

3、陈俊岭为通盈创投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 1.79%的股份，且通过通盈创投间接持

有公司 1.6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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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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营状况 

2018年4月，公司成功收购了唯一网络，唯一网络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两方面：南兴装备的板

式家具生产设备和唯一网络的IDC基础服务及其增值服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

数据有一定幅度提升，将实现公司与唯一网络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专用设备业务 

公司产品主要面向板式家具生产厂家，是国内最具规模的专业从事该行业的制造企业之一；公司主营业务为板式家具生

产设备的设计和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数控系列加工中心、电脑裁板锯、自动封边机、数控排钻、

自动化及其它系列设备。 

2018年上半年，延续去年家具行业对柔性化生产制造升级改造，对定制化家具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的需求量持续

增长，公司在加工中心柔性生产单元和高端数控设备销售上的持续增长，适应家具行业定制家具生产需求所进行的产品结构

转型成效显著。公司为客户提供定制家具整体解决方案，促进家具企业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

板式家具柔性制造单元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极大地满足家具企业设备的智能化改造升级需求。 

（二）IDC服务业务 

唯一网络是一家主营IDC基础服务及其增值服务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要业务包括服务器托管及租用、带宽租用、

机柜及机位租用、云主机、网络防护等。唯一网络依靠专业化的服务水平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形成了以基础IDC服务为主导，

不断扩大IDC增值服务的格局，在行业内树立了较高的知名度。 

    唯一网络凭借优质的带宽资源、丰富的运维经验及完善的服务体系，已为近3,000家用户提供IDC服务，拥有超强的网络

安全防护能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唯一网络已在广东、福建、江苏、河南、贵州等开展数据节点管理、机柜运营，形成了

资源、客户、品牌、技术服务等核心竞争优势。 

 

    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072.49万元，同比增长58.16%；利润总额为9,425.71万元,同比增长52.54%。净利润为

7,942.70万元，同比增长48.28%。公司收入和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增长。主要原因首先是定制行业的快速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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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企业对于定制家具生产线的需求量增加；其次是由于人力成本增加，导致家具制造提升自动化程度，升级换代智能设备

等原因，导致公司自动封边机、数控加工中心、数控裁板锯、数控钻等主打产品的收入都呈现大幅增长；最后是本期合并唯

一网络，营业收入增加6,468.20万元，净利润增加1,492.07万元。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同比增长22.03%，主要是报告期合并唯一网络费用增加183.98万元所致。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同比增长52.95%，主要是职工福利薪酬有所增加和预提股权激励费用所致，合并唯一网络费用增加

517.61万元。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下降6.18%，费用波动不大。 

    2、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内，货币资金同比减少14,536.28万元，减幅57.52%，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23,000万元，合并唯一网

络增加2,695.05万元。 

    报告期内，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同比增加15,095.05万元，增幅376.17%，主要原因是公司

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19,000万元，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7.89万元。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同比增加10,425.12万元，增幅186.09%，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大，应收账款增加4,501.86

万元，合并唯一网络增加5,923.26万元。 

    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同比增加1,120.80万元，增幅203.42%，主要原因是预付钢材和进口原材料代理商货款增加。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同比增加696.96万元，增幅5409.12%，主要原因是付无锡市政府的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土地诚

意金600万元。 

    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同比增加3,564.66万元，增幅376.83%，主要原因是唯一网络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4,000

万元。 

    报告期内，在建工程同比增加1,386.09万元，增幅78.75%，主要原因是合并唯一网络增加了世纪网通研发楼在建项目

1,343.39万元。 

    报告期内，无形资产同比增加2,526.59万元，增幅47.08%，主要原因是合并唯一网络增加了无形资产2,845.85万元。 

    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同比增加3,500万元，增幅116.67%，主要原因是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内，预收款项同比减少1,758.74万元，减幅41.45%，主要原因是去年预收款项的合同已完成，可确认收入。 

    报告期内，应交税费同比增加548.77万元，增幅62.95%，主要原因是合并唯一网络增加244.66万元。 

    报告期内，长期借款同比增加6,352.29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并购唯一网络款项而增加贷款。 

    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比增加471.61万元，增幅10791.70%，主要原因是合并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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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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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2018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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