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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8                           证券简称：开元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8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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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股份 股票代码 3003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开元仪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民 谭鲜明 

办公地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 172 号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路 172 号 

电话 0731-84874926 0731-84874926 

电子信箱 305862163@qq.com tanxianming2015@126.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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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75,476.88 597,818,273.02 3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617,426.35 65,356,430.54 -4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9,695,266.85 62,546,775.05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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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377,977.30 66,525,654.83 -5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8 0.1924 -42.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8 0.1924 -42.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4.62%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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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3,851,753.56 3,008,158,016.12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9,290,386.01 2,203,861,020.57 -3.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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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建文 境内自然人 15.64% 53,992,722 40,494,541 质押 36,936,659 

罗旭东 境内自然人 10.33% 35,657,976 26,743,482 质押 30,828,264 

江勇 境内自然人 9.56% 33,005,637 31,278,261 质押 33,005,492 

昌都市高腾企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3% 17,034,000 0   

万忠波 境内自然人 4.92% 16,993,996 0   

前海开源基金－

民生银行－前海

开源开元弈方定

增4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4.16% 14,363,885 0   

罗奇 境内自然人 3.26% 11,265,700 0   

罗华东 境内自然人 3.15% 10,862,976 0 冻结 10,862,976 

冯仁华 境内自然人 2.60% 8,965,095 8,117,024 质押 8,296,595 

新余中大瑞泽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6,224,350 0 质押 3,35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罗建文与罗旭东、罗华东为父子关系，罗旭东与罗华东为孪生兄弟关系；江

勇与冯仁华同为恒企教育董事；除此以外，公司不清楚其它股东之间的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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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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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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2019年3月29日公司剥离制造业业务，公司主营业务由职业教育与仪器仪表双主业并行变更为单一的职业教

育业务。主要经营指标如下： 

公司报告期末资产总额297,385.1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211,929.03万元，报告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78%。

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61.74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1108元。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087.54万元，同比增长35.64%；营业成本18,898.83万元，同比增长9.83%；综合毛

利率76.69%，同比增加5.48个百分点。主要系制造业剥离，同时恒企教育、中大英才收入增加。 

2、报告期公司的销售、管理、研发、财务四项期间费用共计53,769.32万元，同比增长36.25%。其中： 

（1）销售费用28,291.35万元，同比增长77.88%，主要系报告期恒企教育、中大英才增加销售人员，增加网络推广投入、

销售提成增加等因素影响所致； 

（2）管理费用20,029.28万元，同比增长37.85%，主要系报告期恒企教育、中大英才等职业教育板块布局新赛道，人员

薪酬、日常管理费用等持续增加影响所致； 

（3）研发费用2,351.15万元，同比增长37.22%，主要系报告期恒企教育、中大英才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产品的研发工作，

着力提升了产品的信息化程度增加相应投入影响所致； 

（4）财务费用3,097.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57%，主要系报告期恒企教育通过促销为学员学费贷款承担利息增加

影响，以及报告期的贷款利息增加影响所致。 

3、非主营业务情况 

（1）投资收益-202.48万元，主要系处置子公司所致； 

（2）计提信用资产损失-242.21万元，主要系制造业剥离后应收货款下降所致； 

（3）营业外收入1,573.55万元，主要系收到的业绩承诺补偿款1,557.74万元所致； 

（4）营业外支出2,765.56万元，主要系预计收账费用、捐赠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682.93万元，同比减少724.43万元，主要系教育板块加大推广力度，增加推广投入影

响所致。 

5、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61.74万元，同比下降42.44%，主要影响因素为教育板块加大推广力度，增

加推广投入影响所致，以及预计收账费用增加所致。 

6、报告期内，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3,037.80万元，同比下降54.34%，主要系教育板块业务发展迅速，人员增加且

薪酬增加，加强了推广力度影响所致。 

 (二）分部情况 

1、职业教育培训业务 

2019年上半年恒企教育通过多赛道扩赛道、多品牌多元化、线上线下融合、产品技术双驱动等发展思路，加快了产业赛

道拓展和产业布局完善，促进了业务发展，并推动内容研发，加强营销推广投入力度，实现产融结合的新模式，为后续市场

扩张计划做好准备。因此，恒企教育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期间费用快速增加，净利润有所下降。 

2019年上半年中大英才线上教育业务持续性增长，注册会员数、订单成交数、收款数均有所上升；同时中大英才继续扩

张销售队伍，增加销售人员，并新设保定呼叫中心，因此增加了推广方面的成本费用。由于目前中大英才销售人员尚未培养

成熟，销售的规模效应未得到体现。 

报告期职业教育培训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5,182.7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6,231.72万元，实现经营性净现金

流3,043.21万元。主要原因为教育板块加大业务推广力度导致期间费用增加，人员数量增加导致薪酬成本增加。 

其中： 

（1）恒企教育（合并）实现营业收入70,074.58万元，同比增长46.05%；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5,332.33万元，同比

下降15.77%；经营性净现金流2,511.18万元，同比下降65.61%； 

（2）中大英才（合并 ）实现营业收入5,108.13万元，同比增长44.30%；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899.38万元，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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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1.48%，经营性净现金流532.03万元，同比下降38.59%。 

2、仪器仪表制造业务2019年3月29日公司完成剥离制造业业务。报告期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904.83万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2,469.97万元，实现经营性净现金流-5.41万元。主要原因为制造业务剥离后应收账款产生的收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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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及其解

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06,686,230.46 应收票据 36,415,942.52 

应收账款 270,270,287.9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9,383,052.79 应付票据 24,913,335.47 

应付账款 174,469,7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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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制造业务剥离，转让子公司长沙开元仪器有限公司，并注销清算长沙开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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