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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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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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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塑科技 股票代码 0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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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琛雁 王晖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8 号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8 号 

电话 0510-86242802 0510-86242802 

电子信箱 scy@000700.com wanghui@000700.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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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583,288.30 2,253,396,030.03 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583,122.28 13,256,204.73 34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982,333.62 -1,146,763.50 -1,11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21,038.90 117,353,585.72 -107.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0 0.016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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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0 0.0160 3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0.50%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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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9,082,705.12 7,397,560,918.34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3,381,542.62 2,320,169,647.8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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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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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模塑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78% 295,959,745 54,985,337 质押 217,000,000 

江阴精力机械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5% 54,985,337 54,985,337   

#胡庆丰 境内自然人 1.22% 10,087,305    

兵工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2% 5,142,769    

沈云弟 境内自然人 0.54% 4,441,496    

冯天 境内自然人 0.38% 3,148,700    

夏燕 境内自然人 0.38% 3,107,702    

#陆苗 境内自然人 0.35% 2,913,051    

#桂林 境内自然人 0.34% 2,830,180    

沈枝俏 境内自然人 0.32% 2,673,9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江阴精力机械有限公司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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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胡庆丰、陆苗、桂林分别通过信用证券担保账户持有

10,077,705、2,913,051、2,83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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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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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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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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模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 

模塑转债 127004 2023 年 06 月 01 日 81,363.79 

第一年为 0.50% 

第二年为 0.70% 

第三年为 1.00% 

第四年为 1.50% 

第五年为 1.80% 

第六年为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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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3% 68.53%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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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3.59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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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曹克波董事长的带领下，深耕汽车零部件配套业务，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开发新客户，争取

新订单，打好基础的同时积极探索医疗健康产业，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2,358.3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99%，实现营业利润8,222.72万元，同比增长81.82%，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58.31万元，同比增长349.47%。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汽车零部件领域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巩固在保险杠领域的各项优势，加强技术研发，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深化与华晨宝马、北

京奔驰、上海大众、上海通用、沃尔沃、捷豹路虎等优质客户的合作，同时注重新客户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客户以及海外

客户的开拓，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6月2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名华正式拿到华晨宝马外饰件新项目订单，该项目从2022年开始投产，项目生命周

期5年。为满足客户的产能需求，公司董事会决定在辽宁省沈阳市投资设立辽宁名华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999万元，项目计划投资总额50,000万元，预计在2021年8月份投产。 

海外项目方面，美国工厂上半年运营平稳，经过公司管理层的不懈努力，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供货总合格率达到80%

的目标，目前供货总合格率已达到85%；墨西哥工厂项目推进顺利，截止目前已经有部分项目开始投产供货。 

【2】民营医院领域 

无锡明慈心血管病医院2019年上半年较2018年同期业务有明显上升，其中门诊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63%；住院患者1800

余人次、同比上升59%；心内科手术（含介入检查）220例、同比上升71%；心外科手术159例、同比上升23%；公司上半年

实现医疗产业收入4071.45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96.08%。 

2019年初消化病中心开始增项、半年来该科室运营情况逐步提升，上半年共开展普通手术90例、其中内镜手术63例；

2019年6月医院着手筹备增设骨科，目前核心人员已经确定，相关的执业范围增项、设备购买、人员招聘工作有序开展。未

来骨科运营状况稳定后可与康复进行结合，开展骨科康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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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医院经营状况按照五年计划和打造国内一流的心血管专科医院的核心业务目标稳步运行；继续保持国际化精

品专科医院的定位，同时作为医疗孵化平台以大专科小综合的模式孵化新的专业方向。 

【3】对外金融投资领域 

本报告期，公司并未减持所持有的江苏银行及江南水务股票，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尚持有【江苏银行】50,000,569

股，市值约3.46亿元，持有【江南水务】48,150,952股，持股市值约1.8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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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

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

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

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

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470,839,312.82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470,839,312.82元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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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编制财务报表。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报表列报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 — 84,169,982.06 84,169,982.06 

应收账款 — 927,941,401.07 927,941,401.0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12,111,383.13 — -1,012,111,383.13 

应付票据 — 226,078,474.20 226,078,474.20 

应付账款 — 1,389,584,756.06 1,389,584,756.0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15,663,230.26 — -1,615,663,2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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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克波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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