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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雅百特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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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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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百特 股票代码 00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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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 缪真 

电话 021-32579919 021-32579919 

传真 021-32579996 021-32579996 

电子信箱 dsb@yabaite.com dsb@yabait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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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96,586,132.72 118,593,678.64 64,338,898.81 36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934,564.40 12,766,530.46 4,694,774.27 9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949,385.91 7,027,224.07 388,069.09 12,25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8,628,936.91 -52,155,880.84 -52,155,880.84 -204.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3 0.0302 0.0111 479.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3 0.0302 0.0111 479.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2% 4.20% 1.57%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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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48,342,605.41 941,480,097.06 795,954,940.77 5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3,799,491.99 610,008,284.34 413,143,804.9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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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8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68% 333,179,376 333,179,376 质押 119,600,000 

季奎余 境内自然人 11.19% 83,481,300 60,000,000 质押 75,000,000 

瑞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07% 60,216,000 0   

拉萨智度德诚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9% 50,636,985 50,636,985   

拉萨纳贤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5% 39,149,295 39,149,2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4,2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56% 4,143,300 0   

长安基金－光大银行－长安

尊远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3,780,000 0   

韦永忠 境内自然人 0.27% 2,007,857 0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1,995,00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瑞鸿投资和纳贤投资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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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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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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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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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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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装修装饰业 

2016年，公司持续受益于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同时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拓宽海外市场。报告期内，在

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克服经济形势增速放缓和严峻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实现了业绩稳步增长的局面。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9,658.6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60.9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为4793.4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21.02%。2016年公司业务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主营业务稳步推进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新增1.1万公里，总里程要达到3万公里，覆盖80%

以上的大城市。2015 年，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提出，到2020 年全国运输机场总数将达到260 个以上，100 公里范围内覆

盖全国91%的人口，行业前景依旧广阔。2016年上半年，公司夯实主业，锐意进取，主营业务金属屋面围护新开工项目12

个，待开工项目7个。 

2014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简称“ 46 号文”），该文件中明确指出：

完善体育设施，各级政府要结合城镇化发展统筹规划体育设施建设，合理布点布局，重点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场

馆、公众健身活动中心、户外多功能球场、健身步道等场地设施。因此，公司在继续发展机场、高铁建设的同时，抓住机遇，

加大公司社会公共建筑项目的投入力度，报告期内，借助政策东风，承接多个场馆类建设项目，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上半年，公司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号召，积极进行海外市场的开拓。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助力哈萨克斯坦世

博会，承接世博会多个建设项目，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另外，公司在做好中亚地区市场拓展的同时，加大了

在东南亚地区的项目推进力度，公司子公司积极参与马来西亚的新城市建设,与各方合力共同打造智慧科技型城市。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明确要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到2020年光伏装机达到1

亿千瓦左右。上半年，公司子公司上海孟弗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借力国家政策对光伏产业的扶持，自身加大投入力度，加

快发展速度，着力发展分布式光伏系统工程，承接了多个光伏项目，报告期内分布式光伏业务在公司业务板块的占比逐渐提

高。 

2、提升公司整体建筑设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上海中巍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中巍钢结构设计有限

公司各90%股权。中巍同时拥有“结构设计事务所甲级”及“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甲级”，有院士2人，工程师13人，其中

高级工程师5人。公司通过引入顶级设计团队，提升公司整体建筑设计能力，有利于推动公司产业链继续向上延伸，使得公

司深化设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使得公司在自身在金属屋面围护系统领域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向上游扩展，打造高端价值链，

树立行业标准和标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综合竞争力。 

3、非公开发行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公司于2016年3月24日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拟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

资金是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将有助于公司提升营运能力，满足规模扩张及项目实施所需的营运资金需求，降低财务风

险，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目前关于非公开发行的各项事项正在稳步推进中。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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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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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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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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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子公司山东雅百特以20,000万元收购深圳三义100%的股权，该项收购已于2015年12月31日完成，本报告期将

深圳三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报告期子公司山东雅百特以1,338.75万元收购中巍钢构90%的股权，该项收购已于2016年3月31日完成，2016年4-6月

将中巍钢构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报告期子公司山东雅百特以1,338.75万元收购中巍事务所90%的股权，该项收购已于2016年3月31日完成，2016年4-6

月将中巍事务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6年4月25日，公司投资设立江苏孟弗斯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00,000.00元，公司持股比例为100.00%，

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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