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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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股份 60097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成军 张庶人 

电话 0514-88248910 0514-88248896 

办公地址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一号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一号 

电子信箱 bsxcj@vip.sina.com 13645257680@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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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2,293,611.16 14,715,780,956.86 1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61,794,885.70 3,642,897,884.14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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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21,681.93 -3,426,758,779.28   



营业收入 15,276,979,180.05 7,901,871,435.98 9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1,716,751.34 68,638,239.22 1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8,858,308.62 62,036,633.96 27.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2 1.95 增加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7 0.058 15.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7 0.058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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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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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6.02 318,003,448 0 无 0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9.71 118,670,400 108,000,000 无 0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6.63 81,000,000 81,000,000 无 0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42 54,000,000 54,000,000 无 0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42 54,000,000 54,000,000 无 0 

万忠波 境内自

然人 

1.73 21,200,026 0 无 0 

李明斌 境内自

然人 

1.25 15,309,000 0 质押 15,309,000 

孙荣华 境内自

然人 

0.90 10,991,061 0 无 0 

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自

然人 

0.67 8,201,250 0 无 0 

钱志荣 境内自

然人 

0.44 5,375,60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未知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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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宝胜科技创

新股份有限

公 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12 宝科创 122226 2013 年 3 月

6 日 

2018 年 3 月

6 日 

600,000,000 5.4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3.45   70.2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1513   2.943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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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以来，公司紧紧围绕年初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一是进一步突出营销转型，提升市场掌控力。继续深化“2236”营销战略，坚定不移推进自

主营销和营销员营销的“双轮驱动”模式，做好深耕市场、深耕客户关系的“两个深耕”，强化项

目、客户、营销人员“三个受控”，推进装备电缆和工程电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军品市场和

民品市场、重点客户和一般客户、高端电缆和普通电缆、实施单位和设计院所“六个一起抓”，最

大限度地扩大市场份额。继续抢占主体市场和“三重”市场的制高点，抓住全国“三重”市场不

放松，抓住主体市场、战略客户不放松，大力抢占优质客户资源，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继续突

破装备市场和高端市场，加大在航空航天、军工、电气装备、海洋工程、核电、汽车、电梯、铁

路机车等高端装备电缆和特种电缆市场的自主开发力度，推动公司产品升级和价值提升。 

二是进一步突出技术引领，提升技术创新力。继续推进产品创新，开展核心技术和实用性新

技术攻关，深化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继续推进工艺创新，对公司现有设备和工艺



进行全面梳理，加快工艺结构优化，设备淘汰更新，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成本节约。继续

推进装备研发制造的突破，从提升改造现有设备向核心装备自主研发制造过渡。 

三是进一步突出效益导向，提升运营质态。继续强化各类风险管控，落实安全管理“一岗双

责”，强化质量管理深入开展“品质革命”，强化督查考核提升工作效能，加大对公司制度执行、

重大项目、月度重点工作等重要事项的监察力度，对子企业完成目标情况实行严格的警示约谈制

度。 

四是进一步突出机制变革，激发经营活力。继续推进市场化运作机制，完善公司管控模式，

面向全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一体化运作方式，加大效益考核比

重。继续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大力度进一步认真细致地做好价值创造的评价考核工作，建

立起“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经济上得实惠”的考核体系，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继续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通过选拔、培训、锻炼，加强企业所需各类人才的储备。 

五是进一步突出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氛围。继续加强企业党建工作，认真学习领悟“十九大”

报告精神内涵，统筹推进思想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谐企

业建设，引导全体党员认真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提高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继续狠抓党风

廉政和反腐败斗争，强化“两个责任”，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发挥审计监察部门作用，紧盯生产经

营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点人、重点事，扎紧制度的笼子。继续加强企业文化融合创新，不断

丰富和创新文化内涵，进一步凝聚和激发全公司上下热爱宝胜、奉献宝胜、发展宝胜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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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