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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75                                             公司简称：南京熊猫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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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本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京熊猫 600775 不适用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南京熊猫 0055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见龙 王栋栋 

电话 （86 25）84801144 （86 25）84801144 

传真 （86 25）84820729 （86 25）84820729 

电子信箱 dms@panda.cn dms@panda.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086,728,066.45 5,665,503,486.59 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50,643,900.45 3,363,593,136.77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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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2018年1-6月） 

上年同期 

（2017年1-6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738,177.15 136,865,399.94 -196.98 

营业收入 1,993,629,769.74 1,751,575,928.03 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19,460.71 44,885,550.09 1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39,537.95 31,268,811.21 35.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1.35 
增加0.1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8 0.0491 13.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8 0.0491 13.65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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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59 243,019,509 0 未知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熊猫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3.05 210,661,444 0 未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1 82,357,867 0 未知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电熊猫”） 
国有法人 6.93 63,302,611 0 未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5 14,172,397 0 未知  

华炜 境内自然人 0.48 4,400,771 0 未知  

黄亮富 境内自然人 0.45 4,148,825 0 未知  

奚彩霞 境内自然人 0.38 3,515,000 0 未知  

袁永林 境内自然人 0.30 2,730,000     0 未知  

周东华 境内自然人 0.21 1,9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熊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熊猫集团公司 100%

股份，中电熊猫直接和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

司 49,534,611 股 A 股和 13,768,000 股 H 股，占

股份总数的 6.93%，通过熊猫集团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 210,661,444 股 A 股，占股份总数的 23.05%，

合计持有公司 29.98%股份。除上述外，公司不知

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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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43,019,509 股（其中 H 股 241,437,570

股，A 股 1,581,939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26.59%，乃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所持有。

本公司并不知悉任何个别客户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5%以上的权益。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进一步推动转型升级，深入落实发展规划，制定详细路线图并稳步实施推进，深化精益管理，

进一步落实提质增效，较好地完成了董事会下达的经营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保持了稳健的

发展势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99,362.98 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 9,020.5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5,101.95 万元。 

3.1.1  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993,629,769.74 1,751,575,928.03 13.82 

营业成本 1,703,793,649.19 1,501,200,035.86 13.50 

销售费用 24,842,746.83 23,862,747.13 4.11 

管理费用 99,945,852.85 99,005,721.91 0.95 

财务费用 370,226.01 -2,210,703.1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738,177.15 136,865,399.94 -196.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87,056.26 -221,731,235.10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423,327.93 -7,628,731.76 不适用 

研发费用 103,166,097.03 83,028,112.67 24.25 

资产减值损失 -238,867.43 7,105,725.45 -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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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信用减值损失 1,018,592.09 - 不适用 

其他收益 1,268,248.20 2,527,179.69 -49.82 

资产处置收益 -178,452.31 27,066.49 -759.31 

营业外收入 2,910,814.51 10,942,287.92 -73.40 

变动原因说明： 

（1）财务费用：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为本期采购商品支付货款；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为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为取得的银行短期借款及贴现收到的现金； 

（5）资产减值损失：主要为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少； 

（6）信用减值损失：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各金融工具减值损失重分类至本科目核算； 

（7）其他收益：主要为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 

（8）资产处置收益：主要为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9）营业外收入：主要为本期按准则确认的政府补助减少。 

（2）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 收 票 据

及 应 收 账

款 

756,259,003.02 12.42 1,514,714,889.82 26.74 -50.07 

为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应收款

重分类至合同资产科

目核算 

其 他 应 收

款 
106,869,225.11 1.76 79,788,515.23 1.41 33.94 

主要为本期支付的押

金保证金增加 

存货 1,065,806,599.60 17.51 591,018,560.71 10.43 80.33 
主要为原材料等备货

增加 

合同资产 649,979,334.72 10.68   不适用 

为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应收款

重分类至合同资产科

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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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可 供 出 售

金融资产 
- - 3,650,000.00 0.06 -100.00 

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将原计入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的金融工

具重分类至其他非流

动金融负债科目 

其 他 非 流

动 金 融 资

产 

3,650,000.00 0.06 - - 不适用 

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将原计入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的金融工

具重分类至其他非流

动金融负债科目 

长 期 待 摊

费用 
2,042,525.98 0.03 3,602,788.29 0.06 -43.31 

主要为长期待摊项目

按月度进行摊销 

短期借款 95,000,000.00 1.56 45,000,000.00 0.79 111.11 
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

增加 

预收款项 - - 242,767,679.91 4.29 -100.00 

为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预收款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科

目核算 

合同负债 184,446,949.47 3.03 - - 不适用 

为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预收款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科

目核算 

应 付 职 工

薪酬 
16,961,824.11 0.28 30,808,648.21 0.54 -44.94 

主要为本期按期支付

工资及工资性费用 

其 他 应 付

款 
228,338,235.46 3.75 156,119,627.23 2.76 46.26 

主要为本期计提应付

普通股股利 

其 他 流 动

负债 
56,600,000.00 0.93 27,100,000.00 0.48 108.86 

主要为期末按准则未

能确认的政府补助增

加 

3.2  投资状况分析 

3.2.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经营计划及资本支出项目预算，审慎推进固定资产及相关项

目投资。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进一步优化企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相关经营和

业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清理了无效、低效资产。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光华电子注塑厂和南

京熊猫机电设备厂均完成工商注销登记，两家公司已停止经营，未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和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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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主要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 主要产品或服务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6 月 

注册资本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电子装备公

司 

生产、销售自动传输

设备和工业机器人 
19,000 122,294.74 39,359.37 43,384.79 1,266.88 

信息产业公

司 

生产、销售轨道交通

AFC 和 ACC 系统、设

备，建筑智能化和系

统集成 

USD3,194.6435 128,071.35 36,772.51 51,009.57 635.40 

电子制造公

司 
EMS 服务 USD2,000 89,362.95 42,163.54 60,843.89 2,284.06 

通信科技公

司 

生产、销售移动通信、

数字通信、网络通信

的系统及产品 

10,000 19,781.96 14,918.11 2,931.65 70.49 

南京熊猫新

兴实业有限

公司 

提供物业、餐饮服务 2,000 6,602.74 3,406.64 7,013.73 215.28 

南京熊猫电

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软件

开发、物业管理 
70,000 72,158.56 62,094.46 736.60 -1,332.70 

深圳市京华

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研发、生产及销售通

讯设备、数码产品 
11,507 51,419.22 37,437.42 34,802.62 3,907.97 

（2）主要参股公司情况（2018 年 1-6 月）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参股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本公司持股

比例 

本公司投资

收益 

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 359,644.49 8,258.03 27% 2,229.67 

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92,451.63 1,378.38 20% 275.68 

3.3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3.1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4  其他事项 

3.4.1  资金流动性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与

资产总额之比）为 41.12%，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24.69 亿元，流动比率为 1.92，速动比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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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银行存款及现金为人民币 11.27 亿元，短期银行及其他借款为人民币 0.95 亿元。 

报告期内，1 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是 4.35%。 

3.4.2  购买、出售或赎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概无购买、出售或赎回任何本公司之股票。 

3.4.3  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报告期内，公司遵守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购买董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  

3.4.4  企业管治 

于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已经遵守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附录十四所载的《企业管治守

则》之条文。 

3.4.5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标准守则”） 

于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已采纳《上市规则》附录十所载之标准守则。本公司经与全体董

事进行特别咨询后，全体董事确认其已于本报告期内遵守标准守则。 

3.4.6  本报告期后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团于本报告期后并无发生任何重大事项。 

3.5  审核委员会 

本公司审核委员会已经与管理层审阅本公司所采纳的会计原则、会计准则及方法，探讨

了内部控制事宜，并审阅了本报告期内之中期业绩。审核委员会认为相关的财务报告符合适

用的会计准则及法律规定，并已作出适当的披露。 

审核委员会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会议，会议审核了公司 2017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审

核。会议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国际及国内核数师、

内控审计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审核委员会审阅了本公司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审核委员会认为财务报告符合适用的会计准则及法律规定，并已作出适当的披露。 

3.6  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建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国际核数师、国内核数师和

内控审计师，建议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0 万元限额内确定核数师报酬，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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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国际核数师、国内核数师和内控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0 万元限

额内确定其报酬。 

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6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交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3.7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1、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及相关事项》的议案。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

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上述会计准则和通知的要求，

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按照规定的起始日期执行上述准则和通知。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交所网站的《南京熊猫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临 2018-01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

产、净资产及损益均无影响，亦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 

2、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及相关事项》的议案。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按照有关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财

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和通知

的要求，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按照规定的起始日期执行上述准则和通知。公司

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当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要

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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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交所网站的《南京熊猫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8-033）。 

3.8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

影响。 

不适用 

3.9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本期注销子公司南京熊猫机电设备厂、南京光华电子注塑厂，在注销以前，该子

公司已适当的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3.10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

作出说明。 

不适用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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