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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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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丁立红 因公出差 张振义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年上半年，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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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保千 600074 ST保千里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佳佳 

电话   0755-86726424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3号汉京国际

大厦16楼 

电子信箱   stock@protruly.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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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344,255.04   2,013,832,684.46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581,035,409.08 -3,359,043,131.87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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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000,440.12 -523,976,818.02 90.46 

营业收入 84,845,438.27 2,274,554,895.34 -9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2,179,788.87 368,291,827.31 -16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3,430,154.43 353,393,926.42 -16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不适用 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5 -1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15 -16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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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敏 
境内自

然人 

35.07 854,866,093 854,866,093 质押 845,480,000 

冻结 854,866,093 

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95 

  

339,992,924 

  

339,992,924 

  

质押 339,990,000 

冻结 339,992,924 

陈海昌 
境内自

然人  

4.46 

  

108,797,736 

  

108,797,736 

  

质押 108,000,000 

冻结 108,797,736 

庄明 
境内自

然人 

1.74 42,499,116 42,499,116 质押 42,000,000 

红塔红土基金－浙商银

行－渤海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65 40,150,814 0 无   

齐鲁证券资管－工商银

行－齐鲁青辰 8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2 27,199,434 27,199,434 无   

海富通基金－上海银行

－上银海富通丙申定增

基金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0 26,842,214 0 无   

金鹰基金－宁波银行－ 其他 0.55 13,458,95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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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穗通定增 186号资

产管理计划 

华龙证券－农业银行－

华龙证券金智汇37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5 13,308,262 0 无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54 13,237,60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庄敏、庄明系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以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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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江苏保千里

视像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16 千里 01 145206 2016-11-30 2019-11-30 12 6.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282.88   257.8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57   3.4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债务逾期明细如下： 

1、逾期贷款 

序

号 

债权人 债务人 逾期金额

（万元） 

1 民生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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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9,331.15 

3 汇丰银行 深圳市鹏隆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001.23 

4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5 中国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9,999.80 

6 平安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28,257.00 

7 兴业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29,920.62 

8 招商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 

9 江苏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 

10 浦发银行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15,627.45 

11 光大易创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8,850.20 

12 深圳市嘉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80.00 

13 深圳金海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5,000.00 

14 苏州市农发融资租赁 5,000.00 

15 江苏盛泽东方农发商业保理 8,000.00 

16 华融通供应链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17 深圳市英正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 

合计 217,167.45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利息逾期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第一次付息日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未按时支付债

券持有人的利息，共计 7200 万元，造成债券逾期。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自 2017年下半年以来，公司面临资金链紧张、流动性不足等一系列风险，目前该风险尚未得

到解决。公司的生产经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且未能恢复正常，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下滑。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8,484.54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亏损约22,217.98万元。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约 186,334.4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358,103.54

万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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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