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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9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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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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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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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韶敏 谢馥菁 

办公地址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电话 0754-88887818 0754-88887818 

电子信箱 peng.shaomin@nanyangcable.com xie.fujing@nanyangca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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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548,519.72 1,814,219,357.48 5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56,811.81 -11,716,055.01 18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41,696.26 -30,887,341.42 7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2,080,836.87 -348,555,418.69 36.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3% -0.16%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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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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9,594,168,031.10 9,624,743,762.47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59,349,324.42 8,028,418,102.69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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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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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钟南 境内自然人 22.70% 260,371,247 139,373,173 质押 72,700,000 

百荣明泰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8% 160,326,832 48,098,051 质押 160,322,430 

章征宇 境内自然人 4.87% 55,910,212 17,091,425 质押 17,100,000 

前海开源基金

－广发银行－

前海开源华佳

源鑫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7% 48,969,072 48,969,072   

深圳前海珞珈

方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珠

海朴真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9% 42,268,041 42,268,041   

陈方方 境内自然人 3.24% 37,208,876 10,225,314 质押 35,625,376 

宁波华瀛创新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5% 30,412,371 30,412,371   

珠海安赐创钰

成长股权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2% 28,865,979 28,865,979 质押 18,499,9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7% 24,884,173 0   

樟树市鸿晟汇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0% 20,618,556 20,618,5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郑钟南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樟树市鸿晟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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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陈方方持有股份数 37,208,876 股，其中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1,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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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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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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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南洋电缆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公

司债券 

13 南洋债 112179 2020 年 05 月 30 日 5,581.27 6.0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17.01% 16.52% 0.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79 1.96 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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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稳定，发展前景良好。在管理团队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拓展传统电线电缆业务及新增网络安全业务，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73,654.85万

元，同比增长50.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25.68万元，同比增长187.5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电线电缆和网络安全的双主业，积极布局产业投资基金及相关领域

的投资，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促进主营业务的发展及延伸。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天融信网络参与投资的珠海安赐艳阳天网络信息安全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投资了上海鸿翼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天融信网络投

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贵州天融信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公司在国内企业内容管理

（ECM）和智能数据管理（IDM）、大数据安全等领域的战略投资和合作，符合公司整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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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完善、深化了公司在网络安全、大数据、安全云服务领域的布局，进一步拓宽了市

场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电线电缆业务在销售传统市场的优势地位。公司在中国南方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及其下属公司的重大采购项目中依然保持良好业绩，

公司在南方电网主网和配网的招投标中，中标品类覆盖了全产品线。报告期内，公司在南方

电网及其下属公司的含税销售累计达到8.08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储备技术、产品及人才，谋求新的市场机会。在

电线电缆业务方面，继续推进9个研发项目，涉及新能源电缆、特种电缆、高压电缆、机器人

用动力电缆等，均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研发。在网络安全业务方面，

紧贴网络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客户需求，重点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量子计算、

下一代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领域，开展了安全防护、安全检测、安全接入、数据安全、云安全、

移动安全、端点安全、态势感知、安全云服务平台等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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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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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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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子（孙）公司： 

报告期内，天融信网络在贵州省贵阳市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贵州天融信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详见

2018年第023号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广州南洋在广东省广州市新设成立了广州南洋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等两家全资子公司，其中，广州南洋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广州市南牌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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