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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6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2017-033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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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联电子 股票代码 00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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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忠明 王燕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西门子路 39 号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西门子路 39 号 

电话 025-69691766 025-69691766 

电子信箱 zzm@njxldz.com wy@njxld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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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624,449.07 312,733,577.17 -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510,072.85 51,353,456.35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062,862.63 47,141,741.08 -40.47% 

mailto:wy@njxld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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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995,131.79 -6,755,225.10 95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2.69%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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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762,224.32 3,176,224,815.39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75,475,440.34 2,735,139,907.5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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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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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联创业

园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51% 354,562,985    

胡敏 境内自然人 5.24% 43,736,000 32,802,000   

东海基金－工

商银行－鑫龙

176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92% 15,989,835    

华鑫证券－浦

发银行－华鑫

证券志道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71% 14,272,121    

金放生 境内自然人 1.43% 11,956,000 8,967,0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1% 8,400,020    

褚云 境内自然人 0.86% 7,144,200 5,358,150   

平安大华基金

－浦发银行－

平安大华浦发

银行星通资本

定向投资 9 号

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1% 6,720,000    

财通基金－平

安银行－天润

资本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其他 0.56% 4,709,800    

何晓波 境内自然人 0.56% 4,655,000 3,491,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胡敏为南京新联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金放生为南京新联创业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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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理有限公司董事、股东，褚云、何晓波为南京新联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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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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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的战略发展规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报告期内，公司

主要业务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继续保持在技术和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新增订单同比增加，但由于合同订单执

行较慢，出货量相对较少，用电信息采集系统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为此，公司进一步加强合同履约和

生产投入，预计下半年销售出货量会有较大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加强智能用电云服务平台业务的研发和市场推广，积极推进向能源综合服务商的

战略转型。公司设立了增值业务研究中心，加强云项目增值业务的研究和挖掘，积极开发云平台技术和产

品的应用；公司应邀参加中美电力领域合作研讨会，并做了题为《需求响应与电能管理服务》的主题发言；

公司“能源综合服务云平台”项目科技成果暨产品技术顺利通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权威鉴定，项目成果

总体技术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加强计划统筹，推动生产经营各环节高效运作；加强全面预算

管理，严格预算控制，有效降低费用和成本；加强流程和制度的执行，明确员工岗位职责，促进管理效率

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762.4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51.0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99.51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6,475.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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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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对原《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修订，

公司相应变更政府补助相关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净利润均无影响，报告期内收到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 3,230,005.77 元从

“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至“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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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敏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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