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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2018-11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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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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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菱科技 股票代码 00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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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缘 甘燕霞 

办公地址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大道东段 21 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大道东段 21 号 

电话 0771-3216598 0771-3216598 

电子信箱 nnblkj@baling.com.cn nnblkj@bal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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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14,120.73 417,223,255.94 -1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08,943.73 78,710,549.02 -8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23,077.81 75,549,514.13 -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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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300,394.79 15,615,787.91 19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8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28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0% 3.7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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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5,929,409.28 2,574,739,121.76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5,833,724.91 2,136,106,450.45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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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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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竞忠 境内自然人 33.45% 94,766,049 22,931,261 质押 63,760,000 

顾瑜 境内自然人 8.71% 24,688,427 18,516,320 质押 21,700,000 

黄志强 境内自然人 6.59% 18,664,089 13,998,067 质押 13,600,000 

陆晖 境内自然人 5.49% 15,561,798 0 质押 15,561,798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信托－八菱科技员工

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4.70% 13,304,121 0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51% 9,933,789 0   

任宁 境内自然人 2.34% 6,631,527 0 质押 6,523,000 

程启智 境内自然人 2.32% 6,585,462 3,292,731   

黄安定 境内自然人 2.17% 6,149,170 0 质押 6,149,170 

文丽辉 境内自然人 2.08% 5,893,168 0 质押 5,859,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杨竞忠、顾瑜为夫妇构成一致行动人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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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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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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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50,592.9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07,583.37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2.67 %、2.82%，较上期变化不大，资产负债率为17.15 % ，公司财务

状况保持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301.41万元、利润总额1,521.1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70.89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0.60%、82.65%、86.39%。导致公司业绩出

现较大幅度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① 由于公司主要客户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公司配套的部分车型销售下滑，

公司部分产品销量下降,其中车用暖风机产品销量下降33.27%，暖风机产品营业收入下降

38.71%，比上年同期减少3,684.48万元；同时由于部分客户对产品结算价格进行预降价(公司

与客户协商确定售价后，再进行多退少补)，也导致了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下降，报告期公司

营业收入下降10.60%，比上年同期减少4,420.91万元。 

② 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同比下降67.70 %，比上年同期减少2878.20万元：一是

参股公司重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产品结算价差、费用增加等原因，业绩出现大

幅下滑，上半年亏损2,116.27万元，而去年同期盈利2,642.48万元，因此，公司按权益法确认

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2,331.79万元；二是由于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受

原材料涨价及产品售价下降等影响，导致利润大幅下降，今年上半年净利润2,306.56万元，而

去年同期为4,197.88万元，净利润下降了45.05%，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

少825.56万元。 

③ 印象恐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远去的恐龙》大型科幻演出项目处于市场培育期，门

票收入较少，营业成本较高，广告费用、管理费用增加，导致印象恐龙报告期内亏损2,415.75

万元。 

（2）报告期开展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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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新产品研发力度。报告期内，公司投入研发费1,106.90 万元，用

于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与改进，开发新产品共计121款，其中有26款新产品已开始量

产。 

② 积极拓展新客户和新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拓展重庆金康、安徽航瑞等新客户2家。公

司在积极拓展新客户的同时，继续与现有客户不断地深化合作关系，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发展新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冷凝器、油冷器、低温散热器等产品实现批量供货，并获得五

菱、长安等主机厂的定点配套资格；新开发的新能源车电池板式换热器产品也获得了定点配

套资格，形成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③ 加大文化演艺业务的商业演出推广力度。《远去的恐龙》大型科幻演出项目于2017

年9月底开始试演，经过大半年反复的调试和磨合，灯光、音效、表演动作等舞美及计算机控

制系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增强了演出效果。《远去的恐龙》于2018年5月15日开始演出，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朝闻天下、北京电视台、旅游卫视、凤凰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多家媒

体对首演仪式进行了报道。上演后，公司一方面加强了对《远去的恐龙》的商业演出推广力

度，通过央视网、新华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和方式进行宣传推广，并在全国进京高

铁列车上投放视频广告；另一方面加强了票务销售渠道的拓展力度，建立广泛的销售网络，

截至目前开发了以旅行社为主体、各大网站、票务销售公司、销售平台等合作单位138家。随

着演出推广工作的展开，观看人数逐月增加，3月、4月、5月、6月观看人数分别为4768人次、

5688人次、5497人次、13725人次，进入6月份以后增长幅度较大，但《远去的恐龙》还需经

历较长一段时间的市场培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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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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