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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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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朋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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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君 顾俊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 1698 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 1698 号 

电话 86-21-31166512 86-21-31166512 

电子信箱 xinpengstock@xinpeng.com xinpengstock@xinp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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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412,797.23 1,840,973,876.87 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012,245.72 49,375,135.20 1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436,422.28 37,652,720.06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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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015,532.37 116,047,146.94 7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2.1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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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165,280.28 3,995,884,862.26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4,884,536.44 2,399,326,916.68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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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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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琳 境内自然人 36.38% 163,000,000 122,250,000 质押 104,300,000 

姜素青 境内自然人 1.26% 5,66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4% 1,963,800    

叶高荣 境内自然人 0.28% 1,275,000    

陈宝琳 境内自然人 0.27% 1,200,000    

骆枫 境内自然人 0.23% 1,042,540    

陈芳芳 境内自然人 0.21% 957,000    

郑少生 境内自然人 0.20% 907,300    

苗福强 境内自然人 0.20% 904,218    

吕德晖 境内自然人 0.20% 89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骆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1,041,54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042,540 股；公司股东陈芳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229,9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27,10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957,000 股；公司股东郑少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07,300 股，共计持有公司

股份 907,300 股；公司股东吕德晖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00 股，通过投资者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93,60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896,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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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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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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坚定 “科创立企、新朋智造”的发展规划，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加强成本管控，提升产品质量，稳步发展主营业

务。 

公司各项业务均平稳发展，汽车零部件业务、金属及通信零部件业务根据订单情况有序推进，整体运营情况良好。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8,341.2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7.7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1.22万元，比上年同

期上升 13.44%。 

报告期内，公司参投的金浦产业基金新增项目投资： 

(1)2018年4月20日以人民币5,000万元投资安洁士环保（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投后占比为7.14%，其主营为油田领域各类高

难度废液与废固处理及大型市政、工业供水及油污泥深度处理工艺技术； 

(2)2018年6月21日，以美元1,000.00万元投资美国ERX Pharmaceuticals，投后占比8.33%，其主营致力于肥胖症、糖尿病及相

关疾病新药研究； 

(3)2018年7月30日，以人民币6,000.00万元投资广州益诺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投后占比9.09%, 其主要为工业废水处理提供

工程建设和托管运营服务。 

截至2018年6月底，金浦产业基金已投项目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其中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聚杰微纤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已申报。 

报告期内，公司参投的汇付创投新增主要投资： 

(1)2018年1月以人民币1,080万元投资贵州金百合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投后占比9.00%，其主要业务为银行及第三方支付机构

提供线下商户拓展、布放机具、后期维护等一系列外包服务; 

(2)2018年5月以人民币1,792.51万元投资深圳法大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后占比4.63%，其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O2O电子

商务企业及个人提供在线合同缔约、证据托管的开放式SaaS服务平台; 

(3)2018年6月以人民币2,100.00万元投资上海暖友实业有限公司，投后占比6.00%，其主要生产暖贴等自发热产品; 

(4)2018年6月以人民币257.86万元完成对汇付锦翰的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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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于2018年5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11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公司拟从2018年6月1

日起，对部分固定资产折旧进行调整： 

1、房屋装修及改造：原10-20年变更为6-20年； 

2、机器设备：原10年变更为5-10年； 

3、专用设备：原5年变更为3-5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未来适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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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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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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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