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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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金控 600599 熊猫烟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罗春艳 

电话 0731-83620963 

办公地址 湖南省浏阳市浏阳大道271号 

电子信箱 600599@pandafirewor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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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768,540.41 942,179,601.79 -1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58,701,911.39 671,896,671.65 -1.9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09,231.16 -124,905,596.5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6,667,103.12 153,259,806.74 -4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194,760.26 3,028,775.08 -53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130,542.83 28,701,564.48 -22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83 0.418 -2.4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9 0.0182 -534.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9 0.0182 -5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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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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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载县银河湾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10 40,000,000 0 质押 40,000,000 

银河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30 30,382,340 0 质押 30,382,340 

陈建根 
境内自

然人 
4.40 7,300,454 0 未知  

楼国英 
境内自

然人 
3.28 5,438,300 0 未知  

赵伟平 
境内自

然人 
2.19 3,642,489 0 质押 3,642,489 

王建淼 
境内自

然人 
1.29 2,137,265 0 未知  

赵晓峰 
境内自

然人 
1.09 1,813,800 0 未知  

潘丽丽 
境内自

然人 
0.94 1,557,300 0 未知  

傅锋 
境内自

然人 
0.93 1,542,367 0 未知  

王建权 
境内自

然人 
0.71 1,186,1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银河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万载县银河

湾投资有限公司同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赵伟平。赵伟平持

有万载县银河湾投资有限公司 70%股份，持有银河湾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 92.5%股份。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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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互联网金融业务 

由于网贷行业自身的问题，和经济环境及政策的影响，自 2018年 6月起，网贷行业整体交易

额大幅下滑。2018年 6月中旬开始，有部分平台出现暴雷，“雷潮”一直持续到 2018年 9月，导

致整个网贷行业在 2018年底新一轮的震荡，出现了交易额及客户数量断崖式的下滑，很多平台经

营困难，投资人的信心受到严重影响。恶性循环下导致更多平台退出经营。2019 年初以来，各地

监管部门纷纷出台“网贷平台良性退出指引”，规模巨大的龙头平台也开始转型或退出，行业的未

来还很迷茫。 

1、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初，银湖网综合考虑行业整体情况，力求最大限度保障平台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及资金

安全。报告期内，银湖网督促资产合作机构严格做好贷后催收，加大与平台用户的沟通，安抚出

借人情绪等。在收款方面，平台将对逾期借款继续催收，要求合作资产机构加强贷后管理，提前

催收，同时平台会督促实控人及项目履约人承担履约责任，积极寻找与坏账收购公司的合作，提

供部分代偿。在于出借人沟通方面，平台加强对客服人员的培训，加设微信群、QQ群管理人员，

及时沟通解答出借人的问题，降低出借人恐慌带来的负面影响。 

2、熊猫小贷 

2019年上半年，在去杠杆压力缓解的背景下，金融行业整体面临的压力有所缓解。整体金融

和货币政策相对稳定，行业发展情况开始趋于稳定。但由于过去几年经营压力的惯性影响，业务

增长并不明显，并从数据上看还在有所减缓。公司继续专注调整内部管理机制，并在相对转稳的

外部环境下，重新聚合业务资源，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为未来的经营奠定一个相对较好的基础。 

2019年上半年度，广州小贷整体放贷 3800多万，收回贷款 3800多万。其中，经营收入（主

要是放贷利息收入）500 多万。由于不利经营环境的惯性导致经营方式较为谨慎，并往年坏账压

力持续体现造成经营绩效并不理想 

2019年上半年，广州小贷在金融行业外部压力放缓的背景下，虽然没能在短期内尽快提升经

营方面的绩效，但却在转变经营思路和方式上开始着力。在过去几年管理层去杠杆的背景下，广

州小贷经历了一个较为困难的经营阶段，同时也意识到过于传统和粗放的经营方式，并不能适应

多变的金融环境，以及未来越来越严格的市场要求。因此，广州小贷在进一步放缓传统业务发展

的同时，也逐步细化经营思路，缩减经营成本，并开始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二、烟花业务 

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民众环保意识的加强、雾霾天气、国内原材料价格大幅增长、安

全事故多发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烟花市场需求不断萎缩，影响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

司继续稳定发展烟花出口业务，分散经营风险，提升公司业绩。 

（1）美国市场方面，由于 2018年市场库存较多，大部分客户 2019销季订单量与 2018 年持



平甚至略有下滑。但大客户订单量逆势增长以及 B 类销售的显著增长，加上人民币的贬值，使得

公司业绩仍保持了稳定的增长率。在出口通道受阻的情况下，公司仍然及时完成了所有美国市场

订单的出货及出运；完成了 2020销季的新品开发、发布及定价工作；参加了 NFA 春节展；更新了

公司的网站。 

（2）欧洲市场方面，受动物保护条例以及舆论导向的影响，2018 年圣诞销季烟花总体销量

有所下降，直接导致 2019年订单减少。加上中国国内烟花市场极度萧条，众多内销工厂转战出口

抢单，使得欧洲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价格进一步压低，公司订单量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完

成了 CE新品开发工作；德国纽伦堡参展工作；欧线客户来访及下单工作； CE的 E模式批检资格

审查顺利通过；部分订单的生产和出运工作；更新了网站 CE产品内容。 

（3）其它东南亚及南美市场，由于太仓港停止发运烟花以及 4-5月份岳阳港口的暂停，导致

这些市场的整体订单量也有所下滑。报告期内，主要完成了 2019销季订单生产及出运；进一步清

理产品线；2020销季新品开发及定价工作；更新了网站 B类产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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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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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民 

2019年 8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