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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6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3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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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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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波 董事 工作原因 朱峰 

周绍妮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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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研科技 股票代码 0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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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祥功 冯涛 

办公地址 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 121 号 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 121 号 

电话 0371-67619230 0371-67619230 

电子信箱 stock@zys.com.cn stock@z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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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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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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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629,741.57 238,062,698.54 654,204,961.82 4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708,228.41 -7,428,803.16 6,821,848.17 23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979,426.70 -8,267,914.64 -5,140,508.52 37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6,579,846.93 29,177,469.25 28,503,216.10 -859.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2 -0.021 0.0193 12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2 -0.021 0.0193 12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0.55% 0.32%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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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7,315,032.90 3,740,464,343.76 3,740,464,343.76 1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27,215,939.98 2,101,566,074.27 2,101,566,074.27 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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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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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5% 262,452,658 122,572,138   

长城（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长城国泰

－定增 1 号契

约型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10.51% 55,089,877 55,089,877   

魏满凤 境内自然人 1.56% 8,199,929 0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1.25% 6,566,636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1.23% 6,469,999 0   

国机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7% 6,121,093 6,121,093   

黄志成 境内自然人 1.11% 5,822,0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2% 4,314,600 0   

康一强 境内自然人 0.35% 1,85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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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柘杰 境内自然人 0.27% 1,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杨燕灵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566,636 股股份；公司股东康一强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 1,854,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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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公司贯彻落实“一体四驱、六个转型”总体布局的战略要求，持续深化主业做强，提升

市场竞争能力，加强“两金”管理，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经营业绩增长明显，公司核心主导业务超硬材料及

制品业务和轴承业务持续稳健增长。工程承包方面，中机合作前期进入工程承包领域开拓业务，今年开始

显现业绩，2018 年上半年马尔代夫项目和越南项目合计实现收入 1.03 亿元。 

2018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4 亿元，同比增加 3.19 亿元，增长 48.83%，其中贸易和工程承

包业务实现收入 4.66 亿元，同比增加 2.64 亿元，增长 130.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0.82

万元，同比增长 232.88%。 

超硬材料及制品业务和轴承业务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2018 年 1-6 月，超硬材料及制品业务收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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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0.19%，得益于高端产品销售的增长和有效的成本控制，超硬材料及制品业务毛利率 54.93%，同

比提高 10.78 个百分点；受特种轴承业务增长拉动，轴承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0.03%，毛利率 33.45%，同

比提高 8.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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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峰 

2018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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