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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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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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栋栋 王栋栋 

电    话 （86 25）84801144 （86 25）84801144 

办公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市经天

路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市经天

路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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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7,346,877.50   6,184,619,023.98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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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37,711,434.85   3,468,424,299.40   -0.89  

 
本报告期 

（2019年1-6月） 

上年同期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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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748,167.59   -132,738,177.1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129,345,776.54   1,993,629,769.74   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389,523.73   51,019,460.71   -1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861,450.97   42,239,537.95   -26.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1.51 
减少0.29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4   0.0558   -16.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4   0.0558   -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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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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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7 242,8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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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65,51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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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峰 境内自然人 0.20 1,845,163 0 未知  

程利军 境内自然人 0.17 1,569,900 0 未知  

齐丽琴 境内自然人 0.11 1,015,667 0 未知  

卢伟荣 境内自然人 0.11 1,000,000 0 未知  

王萍 境内自然人 0.10 950,000     0 未知  

段义杰 境内自然人 0.10 92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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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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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的人。 

附注：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42,800,218 股（其中 H 股 241,397,470

股，A 股 1,402,748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2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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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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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精益管理，进一步落实提质增效，较好地完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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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34.58 万元，利润总额人民币 9,068.0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人民币 4,2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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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345,776.54   1,993,629,769.74  6.81  

营业成本  1,823,553,320.49   1,703,793,649.19  7.03  

销售费用  21,892,592.48   24,842,746.83   -11.88  

管理费用  105,415,293.63   99,945,852.85  5.47  

财务费用  -195,797.60   370,226.01   -152.89  

研发费用  103,493,120.42   103,166,097.03  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748,167.59   -132,738,177.15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394,063.22   -19,187,056.2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32,923.84   87,423,327.93   -1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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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费用 2,433,504.47  1,775,338.83 37.07 

其他收益 5,766,281.17 1,268,248.20     354.6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75,260.27 0  不适用 

信用减值损失 -4,102,573.57 -1,018,592.09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13,210,343.27   238,867.43 -5,630.41 

资产处置收益 190,885.76 -178,452.31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305,589.45 577,222.19 -47.06  

所得税费用 20,907,362.66 14,162,182.96  47.63 

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主要系本期电子制造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2）营业成本:主要系本期电子制造服务业务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 

（3）销售费用:主要系本期广告及展览费减少； 

（4）管理费用:主要系本期工资及工资性费用增加； 

（5）财务费用：主要为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本期汇兑损失减少； 

（6）研发费用：本报告期内基本保持不变；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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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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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为本期偿还银行短期借款； 

（10）利息费用:主要为本期支付的银行短期借款利息费用增加；  

（11）其他收益：主要为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1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收益； 

（13）信用减值损失：主要为本期计提金融资产坏账准备； 

（14）资产减值损失：主要为本期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5）资产处置收益：主要为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16）营业外支出：主要为本期确认的往来核销损失减少； 

（17）所得税费用：主要为本期当期所得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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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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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985,801,017.17 15.70 1,448,751,802.35 23.43 -31.96 

主要为未到期银行

理财产品本金增加

及本期采购商品支

付款项 

交易性金融资

产 
492,975,260.27 7.85 360,000,000.00 5.82 36.94 

为期末到期银行理

财产品本金及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预付款项 257,096,422.53 4.10 181,267,525.19 2.93 41.83 
主要为预付的采购

货款及项目款增加 

合同资产 524,347,156.71 8.35 360,753,744.24 5.83 45.35 

主要为本期已向客

户转让商品而有权

收取对价的权利增

加 

使用权资产 4,878,959.38 0.08 0 0 不适用 

为根据新租赁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承租

设备确认为使用权

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2,032,859.02 0.03 1,289,730.68 0.02 57.62 
主要为本期长期待

摊项目增加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0.80 95,000,000.00 1.54 -47.37 
为本期归还部分银

行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259,142,824.49 4.13 187,360,370.61 3.03 38.31 

主要为本期以票据

结算的采购商品增

加 

预收款项 1,336,367.67 0.02 2,051,740.10 0.03 -34.87 
主要为本期预收的

服务费等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20,998,899.48 0.33 34,316,099.14 0.55 -38.81 

主要为本期按期支

付工资及工资性费

用 

其他应付款 197,072,263.29 3.14 101,554,174.51 1.64 94.06 
主要为本期计提应

付普通股股利 

租赁负债 4,975,397.42 0.08 0 0 不适用 

为根据新租赁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承租

设备确认为使用权

资产，将其尚未支

付租赁付款额的现

值确认为租赁负债 

预计负债 0 0 2,900,000.00 0.05 -100.00 

为诉讼事项应支付

的款项本期支付完

毕 

 



6 

3.2  投资状况分析 

3.2.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资本支出项目预算和实际经营情况，审慎、规范地推进固定

资产及相关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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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注册资本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南京熊猫电

子装备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自动传输

设备和工业机器人 
19,000.00 104,968.50 36,484.94 41,850.18 1,021.10 

南京熊猫信

息产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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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80.39 40,925.67 52,847.16 1,946.03 

南京熊猫电

子制造有限

公司 

EMS 服务 USD2,000 108,750.19 47,066.78 75,997.42 3,165.79 

南京熊猫通

信科技有限

公司 

生产、销售移动通信、

数字通信、网络通信

的系统及产品 

10,000.00 22,408.69 16,298.88 3,681.20 -194.13 

南京熊猫新

兴实业有限

公司 

提供物业、餐饮服务 2,000.00 6,398.58 4,152.25 7,088.61 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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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 66,417.62 60,429.47 719.85 -1,3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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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7.00 52,290.78 35,022.49 33,484.74 4,308.40 

（2）主要参股公司情况（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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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969.99 9,116.10 27.00% 2,4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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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20%的股权。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董事会，宣告开始进行清算准备工作，公司本期根据其相关清算

备忘录文件对其计提应收股利及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本报告期内，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

信有限公司营业收入 28,296.57 万元，净利润为-30,606.38 万元，对公司损益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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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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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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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4%，流动负债为人民币 25.56 亿元，流动比率为 1.83，速动比率为

1.39，银行存款及现金为人民币 7.93 亿元，短期银行及其他借款为人民币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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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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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委员会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会议，会议审核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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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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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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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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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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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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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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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29 日、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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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财政部于 2018 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公

司作为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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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交所网站

的《南京熊猫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9-029）。 

（2）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部分会计政策》的议案。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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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上述通知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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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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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成果无重大

影响。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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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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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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