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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定）2017-003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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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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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茂科技 股票代码 0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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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伟 汤 萍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1 号

A 区八层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1 号

A 区八层 

电   话 022-83710888 022-59007923 

电子信箱 hanwei@xinmaokeji.com.cn tangping@xinmaokej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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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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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74,234,530.07 848,191,440.23 848,191,440.23 1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798,808.93 22,771,971.64 22,771,971.64 10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289,607.66 3,857,290.69 3,857,290.69 21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029,572.08 19,355,590.19 19,355,590.19 401.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7 0.0188 0.0188 105.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7 0.0188 0.0188 10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1.38% 1.38% 1.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718,546,785.82 2,600,895,438.36 2,609,102,827.74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6,958,068.73 1,680,159,259.80 1,680,159,259.80 2.7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根据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颁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公司本年度将“应交税

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

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期末借方余额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 或“其他非流动资

产”项目列示。同时根据可比性原则，将上年度相关科目的借方余额 8,207,389.38元调整至“其他流动

资产”项目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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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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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金杖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9% 133,980,000  质押 133,980,000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7% 93,872,616 25,800,000 
质押 86,820,000 

冻结 7,052,616 

房红梅 境内自然人 4.50% 54,377,062    

何昌珍 境内自然人 1.77% 21,3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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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源盛恒瑞 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0% 18,100,000    

上海北信瑞丰资产－工商银行－北信瑞丰

资产丰睿 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4% 14,940,000    

黄文佳 境内自然人 1.13% 13,700,000    

唐建红 境内自然人 0.99% 12,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

盈 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9% 12,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15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8% 10,664,9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何昌珍为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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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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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上半年，国家继续加大对高速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物联网、5G和光纤传感等新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拉升了电信运营商对光通信产品的集采规模，进一步推升了光通信行业的景气指数，呈现出市场需

求持续增长的态势和“量价齐升”的市场格局。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聚焦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落地，以主业投资、存量资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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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降本增效为中心，重视并维护好联盟的合作关系，较好地把握了光通信产品产销两旺的市场机遇，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74亿元，同比增长14.86%(其中光通信主营业务收入7.91亿元，同比增长15.85%)；

实现净利润7,109.53万元，同比增长93.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79.88万元，同比增

长105.51%，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经营目标和工作任务。 

1）、聚焦主业，推进项目建设 

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光通信行业的领先企业，2017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

况下，精心组织部署推进山东济南光纤预制棒制造项目（募投项目）和廊坊久智天然石英光棒大套管扩

产项目（一期）的建设，通过议标方式筛选总包等建设和相关单位，保障工厂建造成本合理可控。按照

合同工期，山东济南光纤预制棒制造项目在将2018年初、廊坊久智天然石英光棒大套管扩产项目（一期）

在2017年10月完工并投入调试和生产，加快形成200吨光纤预制棒、120吨光棒用石英大套管的生产能力，

确保股东会、董事会关于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打造“棒、纤、缆”产业链发展战略的落实。 

2）、巩固渠道，抓住市场机遇  

2017年光通信市场呈现“量价齐升”格局，光纤预制棒供应偏紧，公司各级经营班子加强与联盟的

沟通合作，努力巩固棒源渠道，保证了棒源供应相对稳定、充足，抓住了光通信产品购销两旺的有利时

机，较好地完成了各预算指标。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光纤1,103.91万芯公里、销售光纤1,102.34万芯公

里、实现光纤销售收入5.98亿元，同比增长16.16%；生产各类光缆188.81万芯公里、销售光缆167.25万

芯公里、实现光缆销售收入1.67亿元，同比增长9.68%；生产大套管48.18吨，实现销售收入1,470万元，

同比增加796.34%，为完成上半年经营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光纤公司新增发明专利1项，获得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颁发的“2016年度滨海新区制

造业先进企业”的称号；廊坊久智公司获得廊坊开发区安委会授予的“2016年度基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班

组”称号，以及获得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授予的“2016年度优秀供应商”称号。 

3）、梳理调整，优化系统集成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地伟业通过梳理调整，继续跟踪拓展在系统集成、弱电、智能化、信息安全等相关

行业领域内的工程项目，新增合同113份，巩固了在传统系统集成、智能系统的行业优势和区域领先地位。

鉴于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能家居类项目日益突显，公司相应加大了在研发、软件、技术的资金和人员

投入，不断将移动端最新技术融入项目设计和项目实施，优化了系统集成业务的发展能力。报告期内，该

公司新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3项，获天津滨海高新区“2016年度劳动竞赛优秀组织单位”等

称号。 

4）、合作引进，培育新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合作投资、引进人才、培育新型业务发展。上海擎佑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参与的投资全部到位，运营良好；樟树市远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确保资金效率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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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高度关注AR技术型领域企业及相关游戏项目，并在积极筛选该领域内的优秀团队和可投资项目；

纽劢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自2017年初成立以来，在美国和中国两地引进人才，有序推进汽车自动驾驶解

决方案的研发，同时积极与国内汽车厂商开发相关业务合作。公司力争在做好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向相关产

业延伸，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5）、降本增效，发挥成本优势 

2017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和对标活动，各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产品单位成本目标和

成本降低计划，通过抓好材料供应稳定生产，降低单位固定成本；通过规范采购流程，降低原材料采购成

本；通过设备改造和加强质量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化物流体系，降低运费支出；

通过邀标议标降低工厂未来生产成本等等，公司力争成为最具转换成本竞争优势的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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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徐洪 

                                                        2017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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