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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6                      证券简称：百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9-077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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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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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邦科技 股票代码 30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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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LI YA 唐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方恒国际中心 C

座 19 层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方恒国际中心 C

座 19 层 

电话 010-64775967 010-64775967 

电子信箱 zhengquan@bybon.cn zhengquan@byb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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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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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0,552,205.01 209,708,946.58 -3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338,966.84 19,270,065.76 -17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893,208.21 15,281,834.99 -22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021,671.08 23,323,707.72 -211.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4 -1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4 -1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3% 5.05%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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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957,792.78 471,418,956.15 -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3,722,580.13 403,071,971.49 -4.8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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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达安世纪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8% 25,390,800 25,390,800 质押 11,800,000 

赵新宇 境内自然人 25.43% 20,779,200  质押 12,250,000 

陈进 境内自然人 3.85% 3,148,000 2,533,500   

北京悦华众城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7% 3,000,000 3,000,000   

高锋 境内自然人 2.47% 2,022,000    

常都喜 境内自然人 2.34% 1,910,500    

郑育华 境内自然人 0.83% 680,000    

江锦锋 境内自然人 0.61% 499,000    

赵勇 境内自然人 0.48% 390,000    

孙颖 境内自然人 0.37% 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北京达安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股东北京悦华众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

同一实际控制人刘铁峰所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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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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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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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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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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55.22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7.75%；实现营业利润-2,178.8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0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43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74.41%。 

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苹果手机在华的出货量为650万台，比2018年第一季度下降32.99%，

市场份额占比为7.40%，较2018年第一季度的10.80%下降3.4%；2019年第二季度，苹果手机在华的出货量660万台，比2018

年第二季度下降6.2%，市场份额占比为进一步下降为6.7%。受此影响，公司2019年上半年的苹果保内维修收入同比下降38%；

另一方面，由于苹果214元优惠换电池活动于2018年12月31日结束，且最终用户对于保外价格敏感，手机电池维修量下降明

显。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积极应对，努力提高经营业绩，具体如下： 

1、多渠道引流，扩大客户来源 

公司目前的七大引流方式包括：苹果公司官方网站及客服电话引流；公司微信公众号引流；公司通过线上商城天猫店和

京东引流；通过百度、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众点评及美团网引流；通过走进企业服务，主动触达客户；通过老客户介绍

及朋友圈推广引流；通过加盟商推荐引流。 

2、低频变高频，增强客户黏性 

一方面，通过丰富的产品满足消费者和加盟商多样性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不仅增加手机周边产品及配附件的在售品

类，丰富了二手机产品的供应品类，还增加了手机维修换屏/换板一口价、数据擦除/恢复业务和电脑租赁业务；另一方面，

通过专业的市场品牌团队，利用线上线下渠道持续宣传和强化品牌影响力，提高消费者对百邦品牌的认识。 

3、厚积而薄发，加速联盟业务 

公司在“加盟店+会员店+工程师之家”网点布局的上持续投入，报告期内，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百邦快修加盟建设

项目”。公司计划在两年内在全国发展千家加盟店和万家会员店，在北京、深圳、武汉等全国主要城市建设多个百邦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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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作为百邦城市联盟的线下据点和业务支撑，工程师之家定位于“人”和“件”的中心，着眼于搭建一个同业交流与知

识分享的平台，依托培训班机制开展终端品类的人才培训与认证；同时，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为加盟商提供配附件供应与售

后服务、二手机回收与供货等服务，拓展新的市场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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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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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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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以出售的方式处置子公司保定市百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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