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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3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17-036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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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科防务 股票代码 0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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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训雨 王少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 5 号常发大

厦 18 楼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 5 号常发大

厦 18 楼 

电话 0519-86237018 0519-86237018 

电子信箱 002413@racodf.com 002413@racod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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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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350,420.47 168,360,180.49 7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464,306.50 43,607,399.61 1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058,211.39 42,658,240.65 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595,684.13 -61,238,203.19 -12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2.03%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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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7,210,553.29 3,732,686,723.21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76,911,388.85 3,459,242,456.37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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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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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0% 290,773,335 0   

北京弘达伟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1% 58,032,000 58,032,000 质押 57,492,000 

刘升 境内自然人 2.39% 26,147,692 26,147,692   

刘峰 境内自然人 2.08% 22,688,407 22,688,407 质押 15,510,000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6% 22,530,691 0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

德丰杰新龙脉定鑫65号分级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18,965,517 18,965,517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平安

信托－平安财富*创赢行健

定增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17,586,207 17,586,207   

毛二可 境内自然人 1.53% 16,695,242 16,695,242   

孟立坤 境内自然人 1.37% 15,005,442 15,005,442 质押 15,005,442 

龙腾 境内自然人 1.29% 14,081,682 14,081,682 质押 7,2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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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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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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始终围绕公司发展战略以及 2017 年度工作计划，不断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主营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下属公司之间的协同、融合、渠道共享，推出更高级别的产

品。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9,535.04 万元，同比增长 75.43%；实现利润总额 6,008.97 万元，同

比增长 11.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6.43 万元，同比增长 15.72%。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制定并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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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公司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

及管理骨干、核心业务（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的责任感、使命感，实现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于 2017 年 3 月制定了《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经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 383 名激励对象授予 946.4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

予价格 6.04 元/股，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7 年 6 月 5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18 日。 

2、持续推进收购兼并、对外投资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理工雷科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与黄勇先生、汪杰先生签署了

《购买资产协议》，理工雷科以现金方式收购黄勇先生及汪杰先生合计持有的西安青石 100%股权以及黄勇

先生持有的博海创业 18.16%，鉴于西安青石除持有博海创业股权外无具体业务，上述西安青石 100%股权

主要即为西安青石持有的博海创业 33%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理工雷科直接及间接持有博海创业 51.16%

的股权。博海创业 51.16%的股权交易价格合计为 12,790 万元人民币。截止本报告出具日，西安青石、博

海创业已完成相关股权转让、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手续。公司通过收购重组的方式，实现主营业务的有效

扩张和快速发展。 

3、推动管理升级，确保可持续发展。 

持续完善制度建设，从强化制度化管理、完善流程化管理、提升标准化管理、注重数据化管理、加强

信息化管理、推进精细化管理六个维度，推进管理的制度化、流程化、标准化、数据化、信息化、精细化，

夯实管理基础，着力构建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 

4、持续推进下属公司之间的协同、融合、渠道共享，推出更高级别的产品 

公司进一步推进了各下属公司在供、产、销等方面的整合。在技术、资源、渠道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共享，并在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推出了更高级别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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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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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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斌 

                                                              2017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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