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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7                              证券简称：深南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0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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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南股份 股票代码 0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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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科 骆丹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

会中心 54-A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

会中心 54-A 

电话 0755-82730065 0755-8273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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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ir@sunafin.com ir@sunaf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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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21,054.10 92,126,406.03 -5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888,173.58 16,545,164.82 -24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604,615.33 -38,808,557.57 3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93,662.95 172,577,981.56 -9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2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2% 4.65%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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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970,653.06 389,871,318.61 2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832,806.39 349,137,093.00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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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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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世平 境内自然人 20.02% 54,051,411 46,975,146 质押 44,690,099 

红岭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9% 31,028,703    

黄国英 境内自然人 6.43% 17,366,713    

张有兴 境内自然人 3.93% 10,610,250    

林素密 境内自然人 3.31% 8,9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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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霸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6% 7,719,500    

林大春 境内自然人 2.64% 7,116,594  质押 5,619,561 

黄海峰 境内自然人 2.62% 7,068,093    

陈军 境内自然人 2.13% 5,750,000    

洪志勇 境内自然人 1.56% 4,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红岭控股有限公司”为周世平先生持有 75%股份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

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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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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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22.11万元，比上年同期的9,212.64万元下降53.09%，主要是由于公司去年将通讯业务

剥离，相应营业收入下降。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388.82万元，比上年同期的1,654.52万元下降244.38%，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增强了对外投资力度，收购了广州铭诚、亿钱贷等公司；另一方面，公司继续加大商业保理及融资租

赁业务的投入。报告期内，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稳步推进金融业务，风险管理持续优化 

1、商业保理方面，2018年监管政策趋严、金融条件趋紧致使企业不同程度出现流动性紧张的问题，企业应收账款数

量增加，保理业务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融资需求旺盛，但潜在的系统风险不容忽视，报告期内，

公司在开展业务时更加审慎，加强了对核心企业和融资人的审查标准，风险控制措施更加严格。公司的保理业务模式继续以

核心企业反向保理为主，同时加大了再保理业务的开展力度，通过向保理行业标杆企业承接应收账款标的的方式，实现双重

风控，多重还款保障。2018年上半年商业保理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92.80万元，净利润203.98万元。 

2、融资租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在发展库存融资的基础上，联合经销商，逐步向汽车集采业务转化，同时深入发

展福建、广东、江苏、北京等9个省份的市场，扩大市场份额。2018年1-6月累计放款25,533.42万元，累计还款19,029.70万元，

截止2018年6月30日，放款余额为10,323.89万元。 

3、金融科技方面，根据监管部门印发《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即

29号文）的指引要求，“投资派”对现行合作的交易所产品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并且获得金融办对“投资派”原有交易结构

及资产存量符合相关要求的认可，截止本报告日，“投资派”与深圳亚太租赁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贵州场外机构间市场有

限公司、南京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合作项目稳步推进，目前未出现逾期及不良资产的情形。此外，公司在报告期内新增的金

融科技平台 “亿钱贷”稳步发展，已累计实现成交量30,300万元，注册用户量达43,700人。  

二、实施外延并购，提升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并购战略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披露了以现金方式收购广

州铭诚51%股权的公告。广州铭诚为大数据系统集成服务商，主营业务包括系统集成、软件销售及服务等，经过多年的积累，

广州铭诚已在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形成了优质的客户资源，在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广州铭诚对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承诺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800 万元、3500 万元、4200 万元（其中净利润以扣除非经

常损益前后孰低值为计算依据），本次对外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及每股收益水平，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三、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与员工利益的有机结合，公司实施了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截至 2018 年 7 月 3 日，公司已完成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工作，已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2,883,3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8%。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有利于推动公司经营发展目标的实

现，促进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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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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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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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4月公司收购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51%股权，从4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2018年4月公司收购深圳市亿钱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51%股权，从4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2018年5月21日公司成立深圳市红岭电商有限公司，占51%股权，从5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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