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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9    证券简称：新研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8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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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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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研股份 股票代码 3001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建林 马智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

南路 661 号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

南路 661 号 

电话 0991-3742037 0991-3736150 

电子信箱 xygfzjl@163.com mazhi099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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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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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21,343.64 770,737,316.81 -3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395,253.50 188,495,156.08 -7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9,638,564.33 79,753,773.45 -7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221,069.29 -254,109,191.76 8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3 -7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3 -7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2.9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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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6,877,133.62 9,771,383,297.03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03,812,104.81 6,409,866,092.80 4.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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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卫华 

境内

自然

人 

11.25% 167,700,717 167,700,717 质押 166,519,999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嘉兴华

控腾汇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8.60% 128,148,293 0   

韩华 

境内

自然

人 

6.24% 93,019,770 93,019,770 质押 93,019,770 

杨立军 

境内

自然

人 

4.31% 64,264,862 64,264,862 质押 64,264,759 

王建军 

境内

自然

人 

3.31% 49,329,280 0 质押 9,400,000 

嘉兴华控永拓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71% 40,316,254 0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华澳·臻智 28 号

境内

非国
2.37% 35,310,1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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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有法

人 

什邡星昇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81% 27,006,063 0 质押 27,000,000 

卢臻 

境内

自然

人 

1.79% 26,646,407 26,646,40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63% 24,277,81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嘉兴华控腾汇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嘉兴华控永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受同一控制人下

的企业，同时与韩华、杨立军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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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霍尔果斯华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嘉兴华控腾汇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8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张扬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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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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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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新疆机械研

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非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7 新研 01 114203 2017 年 08 月 08 日 2020 年 08 月 08 日 40,000 8.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32.53% 32.94% -0.4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6 6.84 -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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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2,122.13万元，实现营业利润6,593.34万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39.53万元。 

（一）航空航天板块： 

公司继续秉承“创新、智慧、腾飞”的文化理念，致力于成为全球有影响力

的飞行器零部件产业化基地和供应链平台，为顾客持续创造价值。公司不断深化

与中国航天、中航工业和中国航发的合作，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扩容和升级合作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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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报告期内，公司航天业务继续快速扩充产能，提升交付能力。飞机业务随着

型号批产数量增长，同时延伸产业链提高单机产值。公司已参与国内主要客户绝

大多数主力型号零部件的定型批产与零部件供应，持续扩大国际业务规模，并引

入欧洲先进制造技术，客户涵盖商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巨头。国内航空航天主机

厂重构整个供应链体系建设，从单一零件工序采购向全工序采购转移，从单一零

件采购向大部段零件采购转移，公司的航空航天业务将迎来爆发拐点。发动机业

务方面，公司跟踪的多个主力型号陆续定型批产。另外表面处理中心建设和投产

将为公司向全工序供应商升级奠定基础。 

公司持续拓展轨道交通市场，注重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在长、大型材的加

工能力全国领先，现已被四川省列入轨道交通板块重点配套企业供应商名录，已

参与成都等地铁线路的车体生产。同时，公司已列入青岛四方股份、新筑股份等

重点客户的合格供应商，并积极推进与长春客车、株洲机车、唐山机车等企业开

展业务洽谈。 

公司积极开展与船舶主机厂的业务合作，与中船旗下多家研究所展开深度合

作。公司参与的重点燃气轮机型号已实现合格交付，未来将逐步定型批产。同时，

报告内公司参与多个型号的零部件、部组件研制。 

（二）农机板块： 

在农机市场持续低迷的外部经营环境下，公司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加大产品

研发投入力度，根据市场需求准确定位产品。自2004年国家实行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开始，农机市场进入快速扩张期。从存量角度分析，经过十几年的增长，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等主流产品装备量庞大，已基本满足生产需要，主流农机产品的

市场趋于饱和，保有量继续扩大的可能性有限，今后将进入以产品更新、技术升

级为主的市场。低迷的农机市场环境倒逼主流农机生产商加快行业整合、推动产

业升级。尽管我国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农机产品需求的多样性，但市场

集中度逐年提高，主要客户演变为农机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农业经营大户等。

市场规模缩小的同时，对产品的要求在提高，必将导致过量产能与需求不足的激

烈碰撞，市场竞争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国家调整与完善对农机的补贴政策，农机

补贴资金将重点向农村合作社等规模农业主体及中高端、绿色、智能产品倾斜，

具有品牌、技术、规模、服务优势的领先企业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农机市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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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从速度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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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修订。 相应调整了相关科目内容，详见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里第十节财务报

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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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增一家非同一控制合并企业：潍坊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新增一家

新设企业：洛阳明日宇航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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