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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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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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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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技 股票代码 00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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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彬 吴卫卫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2 号中广

核大厦北楼 16 层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2 号中广

核大厦北楼 16 层 

电话 0755-88619316 0755-88619309 

电子信箱 yang_bin@cgnpc.com.cn wuweiwei@cgnp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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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4,633,970.21 2,735,130,886.63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852,831.92 144,544,798.44 -2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3,744,210.89 129,979,586.40 -4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659,472.72 -104,391,610.97 194.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8 0.1369 -2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8 0.1369 -2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2.80% 减少 0.6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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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2,078,662.48 11,547,646,040.51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24,802,986.09 5,348,185,014.17 1.43%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024,997,887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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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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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核技术应

用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60% 291,298,528 291,298,528   

中国大连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7% 118,914,273 62,141,491 质押 56,500,000 

陈晓敏 境内自然人 5.91% 62,423,759 62,423,759 质押 62,423,759 

深圳中广核一期

核技术产业发展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3% 59,464,627 59,464,627   



江苏达胜热缩材

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0% 44,376,817 44,376,817 质押 44,376,817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4% 24,739,266 0   

魏建良 境内自然人 2.10% 22,203,732 22,203,732 质押 22,203,732 

天津君联澄至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1% 19,120,458 19,120,458 质押 17,000,000 

深圳隆徽新能源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14,340,344 14,340,344 冻结 14,340,344 

单永东 境内自然人 1.26% 13,322,239 13,322,239 质押 13,322,239 

丁建宏 境内自然人 1.26% 13,322,239 13,322,239 质押 13,322,2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晓敏、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

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魏建良、单永东、丁建宏，系控股股东中广核核

技术应用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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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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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电子加速器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工业电子加速器研发制造企业，产品覆盖低、中、高能区，应用领域涉及材料改性、

消毒灭菌、无损检测、污染治理、轮胎预硫化等。产品销售区域包括美国、印度、韩国、泰国、巴西、巴

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市场占有率处于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

成对丹东华日理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并购整合，使公司成为国内少数几家能提供低能至高能全系列X射

线无损探伤检测设备的供应商和服务商。公司重点推进国际市场开拓和新应用领域推广，先后与泰国三家

企业分别签署协议、谅解备忘录或代理协议，共同推进电子加速器技术、电线电缆辐照加工用电子加速器、

电子束处理工业废水技术等在泰国市场的推广应用和供货合作，与冠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电子束处理

工业废水合作协议，合作建立电子加速器联机、日处理量超过3万吨的工业废水处理线，专门处理印染领

域高难度工业废水。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签订30台电子加速器的销售订单，订单合计金额超过1.36亿。其中，签订27台高

频高压型电子辐照加速器销售订单（含1台海外订单），签订1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销售订单，签订2台

用于特种设备无损检测用电子直线加速器销售订单。 

（二）电子束辐照加工服务 

依托雄厚的电子加速器制造技术及改性高分子材料配方能力，公司在辐照加工服务领域具有独特的竞

争优势。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探索新的辐照加工业务领域和商业模式，依托现有加速器辐照加工网点，寻

找新的网络布局业务机会，不断扩大网络化发展规模，同时努力改进加工装备与工艺，提升辐照加工运营

水平，树立良好的品牌效应。 

（三）改性高分子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引导内部市场协同，加快实施外部并购整合，顺利完成对河北中联公司和江阴爱

科森公司的并购整合。同时，公司稳健推进国际化市场布局，加强新产品销售，加大研发投入，在高性能

改性材料、核电非金属材料与装备等新产品领域获得技术突破，力争成为拥有一流团队、领先技术的市场

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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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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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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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

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收

入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净

利润 

丹东华日

理学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2018-3-31 110,000,00

0.00 

51% 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

合并 

2018-3-31 取得控制

权日期 

26,860,880.

55 

9,321,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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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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