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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6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6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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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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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绍妮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邹玲 

李晨 董事 工作原因  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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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研科技 股票代码 0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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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祥功  

办公地址 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 121 号  

电话 0371-67619230  

电子信箱 stock@zy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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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741,105.74 973,629,741.57 -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345,420.92 22,708,228.41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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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198,692.40 13,979,426.70 -19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05,740.93 -216,579,846.93 10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2 0.044 4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2 0.044 4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0.89%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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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6,029,147.10 4,579,182,205.19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83,098,650.10 2,658,386,346.9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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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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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5% 262,452,658 109,528,660   

长城（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长城国泰

－定增 1 号契

约型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10.51% 55,089,877    

魏满凤 境内自然人 1.56% 8,160,929 0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1.28% 6,688,836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1.23% 6,469,999    

国机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7% 6,121,093 6,121,093   

黄志成 境内自然人 1.11% 5,821,9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2% 4,314,600    

赵新苗 境内自然人 0.37% 1,951,402    

汪旻 境内自然人 0.32% 1,6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杨燕灵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688,436 股股份；公司股东赵新苗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 1,951,402 股股份；公司股东汪旻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69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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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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1亿元，同比减少0.53亿元，下降5.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34.54

万元，同比增长42.44%。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机精工持有1,508.30万股苏美达股票（股票代码：600710），因苏美达股价上涨，

本报告期贡献利润3,066.31万元，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从经营活动看，2019年1-6月，公司

实现毛利润2.29亿元，同比增加394.12万元，但期间费用同比增加2,243.90万元，使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出现一定

幅度的下降。 

超硬材料及制品业务和轴承业务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2019年1-6月，超硬材料及制品业务收入与去年基本持平；轴

承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10.94%，主要是因为民品轴承销售收入下降所导致，特种轴承依然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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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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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等

三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根据规定，本公

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相
关会计准则。 

2019年2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执行的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1）公司将持有的为了获取短期收益的

上市公司股票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出，

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的金融资产，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52,896,477.09元，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52,896,477.09元；（2）公司将持有的非

交易性的权益工具（非上市公司股权）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出，计入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41,790,591.31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41,790,591.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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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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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