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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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飞储存 60306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秦烨 钱川 

电话 025-52726394 025-52726394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殷

华街470号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殷

华街470号 

电子信箱 xqy6355@informrack.com yfdsh@informr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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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153,191.81 1,178,428,597.42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12,085,000.81 870,104,140.83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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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9,028.93 44,393,449.23 -234.14 

营业收入 352,178,456.41 281,159,008.66 2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701,483.12 42,712,981.52 3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8,430,942.36 37,520,644.00 29.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0 5.24 增加1.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9 0.142 33.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8 0.142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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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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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苏盛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98 139,022,170 135,000,000 质押 69,790,000 

南京同富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9.3 28,125,000 28,125,000 无   

杭州赛义弘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45 13,440,000 0 质押 13,440,000 

泊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12 3,375,000 0 无   

北京泰华兴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3 2,812,500 0 无   

南京超冶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9 2,698,000 0 质押 910,000 

潘众 境内自

然人 

0.77 2,338,400 0 质押 1,616,500 

鑫升实业（深圳）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2 1,572,596 0 无   

优立管理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0.37 1,110,000 0 无   

周麟骅 境内自

然人 

0.33 1,0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江苏盛和投资有限公司与南京同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

一致行动人，杭州赛义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泊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南京同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更名为上海北顼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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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国内仓储设备市场处于稳中向好的态势，原材料价格较去年波动情况改善明

显。公司按照年度既定工作计划，以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推进改革创新和结构调

整，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盈利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2,178,456.41

元，同比增加 71,019,447.75 元，增长 25.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701,483.12 元，

同比增加 13,998,501.6 元，增长 32.75%。报告期内，公司仓储机器人系统集成业务增长较高，业

务收入 15124.61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 42.95%；公司 2018 年上半年新增订单

约 6.5 亿元，其中系统集成业务新增订单约 3.5 亿元。 

（一）深耕老客户,拓展新客户、新市场。 

公司与京东集团，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2017 年度，双方合作金额约 2.3 亿，2018 年

至今，合同金额累计约 1.5 亿，公司高质量的产品，完善的设计方案以及良好的工程服务能力，

得到京东集团的认可；报告期内，公司与宇通客车签订全自动立体高位仓储系统项目，该项目自

动化程度较高，调度逻辑复杂，运用了很多行业领先技术，为宇通客车首个自动化立库项目，也

是公司在汽车行业首个较大规模的自动化项目，为音飞在汽车行业自动化立库项目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公司与宁波申碟签订的首个轻型四向穿梭车项目合同，已处于安装调试阶段；此外，

公司还与长沙长泰签订累计约 6500 万的自动化仓储产品合同，与新客户深澜动力签订 2242 万的

自动化仓储系统合同。  

（二）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收购南京华德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已经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等工作，并出具

报告。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音飞储存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音飞储存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等有关重组文件。2018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音飞储

存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已递交证监会。 

（三）加强供应链管理 

仓储货架的原材料为钢材，原材料的上涨波动会直接导致仓储货架成本与销售价格的变动，

频繁的价格变动给销售带来了困难；并且对已经成交的订单来说材料价格上涨直接导致订单成本

上升，利润降低，甚至导致单个订单亏本，尤其是对金额比较大的订单；因此，公司拟合资成立

南京音华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深入整合仓储行

业上下游资源，形成一站式的采购与整合平台，时刻关注钢材市场的风向标并配以期货方案，套

期保值，关注跟行业有关的动态，提前作预判，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技术创新成果丰硕。 

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所承担的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快速穿梭运输系统和密

集仓储调度系统软件的研发与产业化》（以下简称“项目”）通过验收。公司获得省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及配套资金 805 万元，其中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700 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105

万元。该项目分为快速穿梭运输系统和密集仓储调度系统软件两部分，项目的验收通过标志着公

司移动搬运类机器人的设计、制造和电控及软件开发能力得到行业专家们的认可,体现了公司比同

业领先的技术实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进一步夯实公司运营管理，强化内部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在对外拓展市场的同时，对内进一步强化集团内部管理。公司实行了一系列

的成本管理措施，有效控制项目成本，加强项目审计结算和工程款的回收。同时，组织体系培训,

提高管理人员建立制度、编写管理文件的能力，让公司的管理制度求真务实、与时俱进。 



（六）仓储互联网业务 

打造仓储互联网平台，通过将供应链各个不同环节的组织结构、全业务环节（研发、咨询、

设计规划、集采、离散创造，市场营销，渠道网络，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具有特定优势的相

互交互企业组织起来，以整体协同管理为目标，以专业协同技术为基础，以业务信息共享为手段，

以物流运营标准为支撑。从系统工程的战略高度出发，有效促进内外部协调一致，在保证整体效

益的同时实现各组织“局部效益”，开创“多赢”局面。 

下半年，公司将紧紧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稳中求进，扎实做好各项经营工作，做好项目

与资金的管控以及创新研发工作。同时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序完成整合，完善集团管理架

构，提升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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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