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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75                                        公司简称：南京熊猫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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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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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交所 南京熊猫 600775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交所 南京熊猫 0055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栋栋 王栋栋 

电话 （86 25）84801144 （86 25）84801144 

办公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市经天

路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市经天

路7号 

电子信箱 dms@panda.cn dms@pand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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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6,752,702.67 6,020,147,479.47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44,776,580.42 3,448,072,752.2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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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2020年1-6月） 

上年同期 

（2019年1-6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278,305.28 -302,748,167.5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714,155,014.36 2,129,345,776.54 -1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83,154.91 42,389,523.73 -7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8,618.66 30,861,450.97 -96.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1.22 
减少0.85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9 0.0464 -7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9 0.0464 -70.08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减少，

主要是行业市场竞争加大，公司智能工厂及系统工程业务本期收入减少、效益下滑。另外，“新

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公司整体生产和经营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0,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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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42 250,614,284 0 未知 0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熊猫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3.05 210,661,444 0 未知 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华融”） 
国有法人 7.06 64,471,891 0 未知 0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电熊猫”） 
国有法人 3.93 35,888,611 0 未知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8 21,720,941 0 未知 0 

杨涛 境内自然人 0.28 2,530,000 0 未知 0 

赵东岭 境内自然人 0.27 2,450,600 0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3 2,098,800 0 未知 0 

钟志坦 境内自然人 0.20 1,849,032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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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炎 境内自然人 0.19 1,709,145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熊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熊猫集团公司 100%

股份，中电熊猫直接和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

司 22,120,611 股 A 股和 13,768,000 股 H 股，占股

份总数的 3.93%，通过熊猫集团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 210,661,444 股 A 股，占股份总数的 23.05%，

合计持有公司 26.98%股份。除上述外，公司不知

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

动的人。 

附注： 

1、截至本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50,614,284 股，（其

中：H 股 241,655,470 股，A 股 8,958,814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27.42%，乃分别代表其

多个客户所持有，其中包括中电熊猫所持公司 13,768,000 股 H 股。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并

不知悉任何个别客户持有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5%以上的权益。 

2、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收到了中国华融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书面文件。报告期内，

中国华融自2020年3月11日至3月16日，累积减持公司674,800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0.07%。截

至本报告期末，中国华融持有公司64,471,891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7.06%。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

年1月11日、5月12日、8月1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交所网站的

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收到了中国华融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书面文件。详情请见公司

于2020年8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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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分别为熊猫集团公司及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 

截至本报告期末，就本公司合理查询所知及中国电子确认，报告期内，中国电子通过其

境外全资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自2020年4月14日至6月19日，累计增持了公司27,414,000股H

股，占公司总股本3.00%。 

截至本报告日，中国电子通过子公司持有公司232,782,055股A股和41,182,000股H股，合计

持有273,964,055股，占公司总股本29.98%。其中：通过控股子公司中电熊猫持有公司22,1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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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A股及13,768,000股H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3.93%；通过中电熊猫全资子公司熊猫集团持有

公司210,661,444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23.05%；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7,414,000股H股，占公司总股本3.00%。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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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面对各方面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公司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实施全面精益管理，强化提质降本增效，着力构建核心竞争能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1,415.50 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 4,819.1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268.32 万元。 

3.1.1 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714,155,014.36 2,129,345,776.54 -19.50 

营业成本 1,473,529,076.93 1,823,553,320.49 -19.19 

销售费用 24,169,354.68 21,892,592.48 10.40 

管理费用 111,969,241.96 105,415,293.63 6.22 

财务费用 897,662.47 -323,696.96 不适用 

研发费用 82,730,115.43 103,493,120.42 -2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278,305.28 -302,748,167.59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97,866.06 -167,394,063.2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48,582.15 -27,932,923.84 不适用 

其他收益 8,490,572.39 5,766,281.17 47.2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67,858.44 2,975,260.27 -80.91 

信用减值损失 -275,560.22 -4,102,573.57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3,479,946.92 -13,210,343.27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126,613.83 190,885.76 -33.67 

营业外收入 7,039,751.70  2,607,172.95 170.01 

营业外支出 521,218.12 305,589.45 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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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减少主要是：行业竞争加大，公司智能工厂及系统工程业务本期收入减少，另

外“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2）营业成本减少主要是：公司智能工厂及系统工程业务本期收入减少，成本相应减少； 

（3）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销售人员工资及工资性费用增加； 

（4）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期折旧摊销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损失同比增加； 

（6）研发费用减少主要是：本期材料、燃料及动力相关研发支出减少； 

（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收取货款所致； 

（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10）其他收益增加主要是：本期与经营相关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 

（1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收益所致； 

（12）信用减值损失减少主要是：本期计提的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所致； 

（13）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主要是：上期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所致； 

（14）资产处置收益减少主要是：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15）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前期预缴税款本期退回所致； 

（16）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是：本期捐赠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2）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28,725,176.72 0.49 21,780,418.49 0.36 31.89 

主要系本期以票

据结算的销售商

品增加 

预付款项 228,701,640.11 3.90 113,341,943.82 1.88 101.78 
主要为本期采购

原材料预付货款 

其他应收

款 
63,349,358.18 1.08 48,020,435.60 0.80 31.92 

主要系本期支付

的押金保证金增

加 

合同资产 317,298,449.17 5.41 541,978,173.94 9.00 -41.46 
主要系期初确认

的合同资产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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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转入应收款项 

其他流动

资产 
30,369,601.01 0.52 55,089,857.84 0.92 -44.87 

主要系根据财政

部 2019 年第 39 号

文，本期收到退还

的增量留抵税额

等 

其他非流

动资产 
38,446,985.47 0.66 55,275,624.94 0.92 -30.44 

主要系本期收回

部分质保期超一

年项目的质保金 

短期借款 0 0 50,000,000.00 0.83 -100.00 
主要系本期偿还

银行短期借款 

应付职工

薪酬 
22,294,712.91 0.38 39,274,102.16 0.65 -43.23 

主要系本期支付

工资、奖金及工资

性费用 

租赁负债 13,205,076.94 0.23 8,926,407.51 0.15 47.93 

主要系租赁期一

年以上经营租赁

增加 

3.2  投资状况分析 

3.2.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资本支出项目预算和实际经营情况，审慎、规范地推进固定资

产及相关项目投资。 

3.2.2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主要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 主要产品或服务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注册资本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南京熊猫电

子装备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自动传输

设备和工业机器人 
19,000.00 75,821.83  25,635.78 10,005.44  -4,553.36  

南京熊猫信

息产业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轨道交通

AFC 和 ACC 系统、

设备，建筑智能化和

系统集成 

USD3,194.6435 137,540.34 46,293.07 38,659.96  2,098.86 

南京熊猫电

子制造有限
EMS 服务 USD2,000 109,977.56  54,438.51 65,554.18 2,2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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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主要产品或服务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注册资本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公司 

南京熊猫通

信科技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移动通信、

数字通信、网络通信

的系统及产品 

10,000.00 26,576.02 16,411.43 6,392.50 -116.96 

南京熊猫新

兴实业有限

公司 

提供物业、餐饮服务 2,000.00 6,699.09 4,458.13 5,568.43 34.25 

南京熊猫电

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软件

开发、物业管理 
70,000.00 65,840.19 59,803.25 1,430.49 -269.60 

深圳市京华

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研发、生产及销售通

讯设备、数码产品 
11,507.00 51,489.21 36,086.69 25,669.19 3,092.74  

成都熊猫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SMT 产品 5,000.00 41,993.31 3,867.24 21,116.54 1,676.27 

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因行业市场竞争加大，其智能工厂及系统工程业务订单减少，

导致其本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降幅较大。 

（2）主要参股公司情况（2020 年 1-6 月）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参股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本公司持

股比例 

本公司投资

收益 

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 462,063.51  9,000.15 27.00% 2,430.04  

3.3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3.1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3.2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913,838,52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175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 15,992,174.26 元，剩余部分转结下

一年度，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本报告日，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全部实施完毕。

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6 月 30 日、7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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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事项 

3.4.1  资金流动性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与

资产总额之比）为 36.85%，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21.14 亿元，流动比率为 1.96，速动比率为 1.50，

银行存款及现金为人民币 9.99 亿元，短期银行及其他借款为人民币 0 亿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报告期内，2020 年 6 月 22 日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 年期 LPR 为 3.8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65%。2020 年 8 月 20

日贷款市场利率（LPR）为：1 年期 LPR 为 3.8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65%。 

3.4.2  购买、出售或赎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概无购买、出售或赎回任何本公司之股票。 

3.4.3  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报告期内，公司遵守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购买董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3.4.4  企业管治 

于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已经遵守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附录十四所载的《企业管治守则》

之条文。 

3.4.5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标准守则”） 

于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已采纳《上市规则》附录十所载之标准守则。本公司经与全体董事

进行特别咨询后，全体董事确认其已于本报告期内遵守标准守则。 

3.4.6  本报告期后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团于本报告期后并无发生任何重大事项。 

3.5  审核委员会 

本公司审核委员会已经与管理层审阅本公司所采纳的会计原则、会计准则及方法，探讨

了内部控制事宜，并审阅了本报告期内之中期业绩。审核委员会认为相关的财务报告符合适

用的会计准则及法律规定，并已作出适当的披露。 

审核委员会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会议，会议审核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会议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国际及国内核数师、内控

审计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审核委员会审阅了本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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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委员会认为财务报告符合适用的会计准则及法律规定，并已作出适当的披露 

3.6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建议续

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国际核数师、国内核数师和内控审计

师，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0 万元限额内确定其薪酬，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国际核数师、国内核数师和内控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0 万元限

额内确定其薪酬。 

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6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

海证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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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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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及说明 

因行业市场竞争加大，公司智能工厂及系统工程业务本期收入减少、效益下滑。另“新冠”

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的累计归母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65%左右。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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