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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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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马电器 股票代码 00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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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栋 温晓瑞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 54 号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 54 号 

电话 0755-83232127 0755-83232127 

电子信箱 amdq_zqb@163.com amdq_zq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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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1,371,046.40 3,859,051,655.53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7,340,369.56 266,558,509.51 1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9,047,244.02 267,965,497.89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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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6,259,069.79 -52,592,743.99 12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42 -3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42 -3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4% 7.39%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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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0,652,224.18 9,550,593,162.81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44,871,134.39 2,347,530,764.83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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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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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栋 境内自然人 16.79% 182,029,912 136,522,434 
质押 182,029,912 

冻结 182,029,912 

西藏融通众金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4% 134,914,597 134,914,597 质押 134,914,584 

天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产品 

其他 4.90% 53,121,475 0   

蔡拾贰 境内自然人 4.07% 44,164,484 0   

前海开源基金

－海通证券－

前海开源定增

二十二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94% 42,722,957 42,722,957   

西藏金梅花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1% 33,728,646 33,728,646 质押 33,728,510 

刘展成 境内自然人 2.19% 23,734,064 23,404,196   

平潭融金核心

壹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6% 17,988,611 17,988,611 质押 17,988,516 

郝金鹏 境内自然人 1.61% 17,488,800 0   

平潭融金核心

叁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15,740,035 15,740,035 质押 15,739,8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赵国栋为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赵国栋与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余 8 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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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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冰箱+金融科技”双轮驱动业务结构实现营业收入4,051,371,046.4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7,340,369.56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1.5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047,244.02元，比上年同期上升4.14%。 

由中山金控所管理的中山市纾困基金牵头，由华鑫信托成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提供的融资资金于2019年5月到

位，共计人民币9.70亿元，全部于偿还公司债务，该项纾困资金有效地缓解了公司资金流动性压力，促进公司正常运营及可

持续发展。 

(2)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回顾 

a.冰箱制造和销售业务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冰箱行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仍不乐观。国内终端市场趋向饱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不减，公司冰箱业务通过

优化产品结构，迎合市场需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稳定发展，奥马冰箱合并报表范围实现营业收入378,311.74万元，奥

马冰箱合并报表范围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31,329.01万元，同比上升44.59%。 

2019年上半年，冰箱业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出口业务。中国是冰箱的全球主要生产基地，得益于公司设立以来一直深耕

出口业务，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客户，出口业务订单稳步增长。同时，冰箱技术和产品结构不断升级，出口订单也在向多门、

大容量冰箱等高端产品结构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b.金融科技业务持续进行战略布局 

公司金融科技领域业务主要聚焦于金融和产业股权投资、产品及技术服务、网贷平台及助贷业务三大板块，报告期内，

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和金融行业整体环境的影响，公司金融板块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825.37万元，合并报表范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1,594.97万元, 同比下降1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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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以 

下简称“ 《修订通知》 ”）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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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 《修订通知》 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 

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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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国栋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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