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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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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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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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兴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75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建林

叶裕平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电话

0769-88803333-812

0769-88803333-812

电子信箱

investor@nanxing.com.cn

investor@nanx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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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960,928,069.99

705,976,963.66

3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478,060.76

102,497,099.46

2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8,011,423.67

88,384,464.68

4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6,564,962.69

130,471,138.55

65.99%

0.4456

0.3469

28.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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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50

0.3468

28.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

6.01%

1.2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591,585,367.56

2,372,802,218.27

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4,422,877.36

1,810,696,025.64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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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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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南兴
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61%

111,129,993

0

贵州唯创众
成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27%

18,526,115

18,526,115

贵阳唯诚企
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3%

17,519,598

8,759,799

詹任宁

境内自然人

4.81%

14,199,973

10,649,980

林旺荣

境内自然人

4.81%

14,199,973

10,649,978

林旺南

境内自然人

3.19%

9,421,270

0

詹谏醒

境内自然人

2.09%

6,173,814

4,630,360

东莞市宏商
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东
莞市唯一互
联网信息安
全产业发展
基金

其他

1.25%

3,678,928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
长城资源垄
断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44%

1,309,350

0

广东俊特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1,171,76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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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51,901,780

质押

5,100,000

质押

9,000,712

1、林旺南与詹谏醒为夫妻关系，为南兴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2、詹任宁与詹谏醒为兄妹关系，林旺南与林旺荣为兄弟关系。
3、贵州唯创和贵阳唯诚为王宇杰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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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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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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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营状况
2018年4月合并唯一网络后，公司业务主要涵盖专用设备业务和IDC及云计算相关服务。随着专用设备市场的好转及市
场对IDC综合服务需求的提升，公司的业绩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通过合并唯一网络，公司实现双主业协同发展，公司业务
形成双主业态势，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专用设备业务
公司是国内板式家具生产设备的领军企业，主要产品为数控系列加工中心、电脑裁板锯、自动封边机、数控排钻、成套
自动化及其它相关系列设备，并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在行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并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
2020年以来，公司主要实施以下重点工作：
1、针对房地产行业的精装房交楼趋势，改变了整个家居行业的市场走向及生产模式，房地产企业在家居产业链的上游
起了主导作用，根据下游企业大批量规模化定制的占比不断上升的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系统解决方案。
2、根据产业升级替代需求，加速推出智能化产品，帮助家具企业替代人手，提升效能。
3、近年来，加强研发与制造能力，加快替代进口设备的速度，在头部企业的采购中得到很好的效果。
4、整合公司营销体系，拓展大客户，并且做好出口市场的拓展，进一步提升大客户及海外市场份额。
5、通过加强成本管理，提升经营效益。
未来公司将致力于定制家具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的研发生产，根据客户生产工艺的转型升级，持续对自身产品
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优化，与时俱进，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效率，赢得竞争优势。
（二）IDC及云计算相关服务
随着5G规模商用、企业上云带来数据量成倍增加，云计算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在国家“新基建”的政策引导
下，IDC行业迎来增长黄金机遇期，IDC行业整体市场规模保持稳步上升趋势。面对良好的市场发展态势和机遇，唯一网络
始终坚持打造“客户信任、社会尊重的IDC及网络安全领军企业”的战略愿景，秉行“客户第一、高效执行、勇于担当、追
求卓越”的价值观，强化企业“四项能力”建设，即：经营管理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建设交付能力、运维管控能力。报告
期内，公司在持续优化和提升现有数据中心业务运营水平的基础上，以“战略布局+核心能力打造”为主线，加大全国核心
资源布局和产品研发投入，保持业务规模的稳步增长，保持领先的服务水平和构建更高技术壁垒。

3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加快向全国性、云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面对当前云计算市场快速、高水平发展的趋势，唯一网络紧跟行业趋势，快速突破华南区域性限制，布局全国，同时聚
焦用户需求，向云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行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模式，强化公司与云提供商
的战略合作，围绕混合云、多云管理技术积极投入研发，为公司实现云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目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公司同时注重挖掘存量客户需求，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拓展合作宽度和深度，加强存量客户粘性，深化了战略合作关系。
未来公司将继续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充分挖掘和发挥公司在数据中心专业领域的专业优势，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为
公司长远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自建自营+合作共建”并举，推进核心区域自建机房，加快全国性资源布局
目前唯一网络在IDC资源布局上，主要是采用“租用运营商机房+自建自营”的双运营模式，为客户提供IDC、网络安全、
云专线、公有云、混合云等服务，为客户的服务器搭建稳定、高速、安全、可靠的数据中心基础条件。自有机房为“唯一·志
享（华南）数据中心（3,308个标准机柜）
”逐步交付使用。
“南兴沙田绿色工业云数据产业基地（规划5,000个4KW标准机柜）
”
即将投入建设，大幅提升公司自有机房比重，增强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能力。
同时公司聚焦北京、上海、深圳三个核心区域，加快布局自建自营数据中心，利用数据中心专业能力沉淀为核心区域的
核心客户群体提供更高质量、高标准、低能耗的标准化和定制化服务。围绕环北京、上海、深圳的环线重点区域，采用多种
开放式合作模式，包括合作共建、数据中心全生命能力输出、一站式运营等，通过专业能力输出，快速形成高标准资源的全
国性布局，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3、提升安全核心产品能力，加快转型产品研发，强化解决方案能力
唯一网络在网络安全产品方面已形成完整生态，将继续聚焦现有核心产品的迭代研发，不断提升和保持核心安全产品竞
争力，同时针对客户越来越高的安全需求，探索高可用性与高性价比的安全解决方案输出。在持续探索现有核心产品竞争力
的基础上，围绕行业客户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需求，强化解决方案能力、一站式交付能力。在多云管理、5G MEC、智能化运
维、工业互联网中的高端制造等细分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探索新的市场空间。
在数据中心服务、混合云基础架构、信息安全服务、云管理服务等云服务核心业务上，坚持以自主研发为主；在基于云
服务核心业务基础上的行业客户SAAS应用领域，以广泛合作共赢为抓手；实行“自研+合作”的发展模式，与优秀合作伙
伴一同深入合作，解决客户在面临数字化、互联网+化转型的痛点，持续提高客户粘性，共同为客户创造价值。
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092.81万元，同比增长36.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12,801.14万元，同比增长44.83%。公司收入和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专用设备收入为51,910.80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65%，IDC综合服务收入为44,182.0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4.41%。IDC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是
唯一网络大客户收入及占比均有大幅度提升，导致总体收入大幅增长。公司在带宽、机柜销售、节点布局数量方面的大幅提
升，为业务高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同比增长76.07%，主要是报告期内加大产品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其他收益同比增长253.17%，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同比减少87.64%，主要原因是本期的投资收益主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利息收益，上年同期唯一网
络购买志享科技股权取得志享科技控制权时，原持有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1,224.47万元，因此本期投资收益
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1,250.7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向湖北省红十字会捐款300万元用于新冠疫情防控。
2、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10,735.49万元，减幅34.85%，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加强暂时闲置资金使用效率，购买的
银行结构性存款增加。
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比期初增加20,000.00万元，增幅400%，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增加。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6,425.65万元，增幅76.25%，主要原因是志享科技数据中心和无锡厂房的建设投入增加。
报告期末，合同负债比期初增加4,368.40万元，增幅254.14%，主要原因是收到客户定金增加。
报告期末，股本比期初增加9,847.27万元，增幅49.99%，主要原因是公司以总股本196,978,7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95,468,065股。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8,609.38万元，增幅65.99%，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销售商品收到的
现金增加较多所致。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1,538.05万元，减幅279.62%，主要是公司本期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
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3,184.25万元，减幅4,145.83%，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贷款比上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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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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
，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进行了修订，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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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4月3日，公 司投 资设 立的南 兴云计 算有 限公 司取 得东莞 市市场 监督 管理 局颁 发的统 一社会 信用 代码为
91441900MA54G85E56的营业执照，南兴云计算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因此纳入合并范围。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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