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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7-045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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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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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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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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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 股票代码 0000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山清 唐智乐 

办公地址 
深圳市笋岗东路 1002 号宝安广场 A 座

28-29 层 

深圳市笋岗东路 1002 号宝安广场 A 座

28-29 层 

电话 0755-25170382 0755-25170382 

电子信箱 zgbajt@163.net zgbajt@163.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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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175,274.87 2,794,445,066.40 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082,095.11 72,516,537.15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44,802.94 40,034,325.51 -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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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16,794.37 20,959,692.05 -13.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3 0.0337 10.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3 0.0337 1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1.6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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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9,227,168.92 21,622,925,841.20 1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35,459,264.83 4,472,675,044.99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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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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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富安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1% 256,013,898  质押 212,125,000 

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57% 119,787,377    

市房地产建设

开发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18,587,078 18,587,078   

欧阳学荣 境内自然人 0.69% 14,907,933    

吴海涛 境内自然人 0.60% 12,798,229    

聂仁和 境内自然人 0.48% 10,223,728    

浙江诸暨华恒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9,875,000    

曾静 境内自然人 0.40% 8,518,819    

朱棣铭 境内自然人 0.28% 6,000,000    

浙江诸暨嘉华

瑞景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5,1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两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聂仁和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0,223,728 股，股东浙江诸暨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585,000 股，股东朱棣铭通过东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000,000 股，股东浙江诸暨嘉华

瑞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5,1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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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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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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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国宝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宝安 01 112366 2021 年 03 月 28 日 100,000 5.6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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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5% 62.3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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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2.35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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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本集团在《宝安宪章》的统领下，落实“证券化、轻资产、低负债、高效率”的基本策略，各项工作稳

步推进。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295,761.93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5.14%；营业成本191,660.45万元，比上年同

期上升2.93%；销售费用27,271.37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2.76%；管理费用39,162.9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2.02%；财务

费用18,173.2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1.05%；实现营业利润22,303.3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2.9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8,008.2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0.43%。 

（1）高新技术产业 

作为集团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15.99亿元，同比增长24.29%；实现利润总额1.86亿元，同

比下降9.86%。 

本集团控股的新三板企业贝特瑞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受补贴政策变动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

力度，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2.68亿元，同比增长32.87%；实现净利润1.56亿元，同

比增长21.81%。其中，正极材料业务获得较大增长，磷酸铁锂业务已与CATL、力神、沃特玛、国能、中天、鹏辉等国内大

型动力电池厂商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天津磷酸铁锂生产线新增产能建设已达产。负极材料业务方面，新产品硅负极在国内推

广取得突破性进展，已批量供货给圆柱电池客户。新产品S360-L系列在动力市场及3C软包市场获得部分大客户认可。对外

投资方面，与惠科公司、星聚公司、SHT公司、上大瑞沪公司合作的石墨烯导热材料项目已签订合作协议，完成公司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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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签订了委托研发协议。常州金坛项目已完成贝特瑞（江苏）公司的注册，目前已开始土建工程建设，并对相关设备进行了

招标。 

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重申等因素的影响，全国新能源汽车2017年上半年产销量不

及预期，影响了本集团控股的新三板企业大地和公司上半年的销售和利润。2017年上半年，大地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09.25

万元，同比下降72.71%；净利润-1,930.96万元，同比下降134.52%。报告期内，大地和公司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和阿米巴经营

管理体系，以达到降低公司成本，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技术研发方面，通过PLM系统优化项目开发管理流程，将

动力总成项目、多层磁钢项目等数十项在研项目纳入新的研发项目管理流程实施，进一步实现研发项目的精益管理。 

本集团控股的新三板企业永力科技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237.01万元，同比增长63.11%；实现净利润1,219.67万

元，同比增长426.44%。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永力科技公司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市场销售规模，同时积极拓展新领域，紫外

线电源已在船舶压载水系统中试用，医疗电源已提供给新客户试用。上半年永力科技公司开发新品达24项，其中20项新开发

项目已完成设计送样工作。 

本集团控股的友诚科技公司报告期内为保持行业竞争力，继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完成电机及电机控制器高压连接总成

小批量试制，通过客户检测；完成壁挂式充电盒项目立项与报批，正研制国标样机；完成新交直流充电枪产品的外观设计与

模具制作，部分新产品将陆续推向市场。对外投资方面，与北汽联合完成对乔合里科技公司的参股投资。 

本集团控股的万鑫石墨谷公司通过生产工艺调整和技术改进，实现了产能的大幅提升，降低了生产成本。在优化现有产

品的同时，积极推进新产品的研发工作，报告期内万鑫石墨谷公司完成了石墨烯粉体和高纯导电液的新产品研发工作，目前

各项指标均已达到预定目标，同时生产技术已趋于成熟。 

本集团控股的北京宝航公司报告期内完成了多种牌号铝合金3D打印粉体材料和部分其他用途球形铝合金粉体材料的开

发工作；铝基复合材料刚性支架项目已提交材料样品并完成前期性能测试；铝基复合材料刹车盘项目首样已经交付合作方测

试评估；轻质装甲项目初步完成制备工艺研发；粉末综合利用高性能铝合金材料已完成样品制备。 

本集团控股的武汉华博公司报告期内与某所签订了多套用于建军90周年阅兵任务的炮班通讯系统，数套中高机项目科研

产品订购合同；与某所签订了地面站语音通信外贸项目研制合同。项目研制方面，某单兵模拟训练器改进研制项目演示样机

试装完毕；炮班通信系统已进入定型阶段的基地试验；俄制机通国产化项目已交付样机测试；无人机地面站语音通信系统已

交付样机测试，并改进配套设备。 

本集团控股的江西宝安新材料公司报告期内在产品研制和市场推广方面取得进展，完成符合EPA标准的汽油车催化剂配

方研制和工艺制定，获得四款美国EPA证书，开始为美国市场供货；积极推进东风小康国V的催化转化器上车准备工作，进入

试装和小批量生产阶段；开拓了蜂窝陶瓷蓄热体市场，与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另外，江西宝安新材料公司的民用空气净化器

类产品市场开拓取得初步成效，线下已发展多个省份的代理商，线上平台也已开展合作。 

本集团控股的泰格尔公司报告期内完成了某公司无人机机翼与尾翼结构件项目的复合材料部件交付；与某公司合作的无

人机部分结构件项目上，通过该公司等同性试验验证，特种工艺评审等，签订了某型号无人机零件制造技术质量协议。 

本集团控股的宁波拜特公司报告期内市场拓展取得较大进展。在产品研发方面，重点研发项目5V10A\5V200A\30KW系列

产品等已进入多通道测试阶段，后续将尽快完成产品样机生产，并加大力度进行市场推广。 

（2）生物医药业 

本集团控股的马应龙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7.82亿元，同比下降17.53%；实现净利润1.74亿元，同比增长10.16%。

报告期内，马应龙公司积极整合资源，优化渠道网络，市场竞争力有所提升，肛肠治痣类系列产品收入同比增长22%；加快

医疗服务战略布局，全面部署共建百家马应龙肛肠诊疗中心实施方案，目前已与16家地县级公立医院签订合作协议；深化资

源整合，加速大健康产业发展，明确功能性食品、护肤品、护理品、医疗器械、中药饮片等大健康业务发展规划，大健康品

种结构不断丰富；创新医药商业多业态经营，构建体验式营销体系，网上药店业务规模持续快速扩大，截至目前，已建成4

家体验式样板店、7家马应龙健康生活馆、1家DTP药房，并布点自动售药机近百台。  

本集团控股的绿金高新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035.27万元，同比增长16.79%；实现净利润312.02万元，同比下降

27.66%。报告期内，绿金高新公司大力推进市场挖掘与开发工作，印楝素产品持续进入生物农药补贴目录，治蝗药产品在天

津、内蒙古市场取得突破，青海、宁夏枸杞销量实现较快增长；创新区域制营销管理模式，形成辐射全国的营销网络体系，

有效推动跨区域发展；引进肥料项目团队，快速完成肥料产品开发并已实现销售。产品研发和创新方面，已完成1%印楝素水

分散粒剂、1%蛇床子素水乳剂产品登记工作。 

本集团控股的大佛药业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631.96万元，同比增长25.15%；实现净利润122.44万元，同比增长

226.07%。主导产品达芬科闯、达芬盖、达芬霖销售形式良好，保持稳定增长，希诺宁市场覆盖率进一步提高；优化电商公

司商业模式，加强与线下连锁药店的合作，新增“网订店取”功能，并对软件系统进行升级。 

（3）其他方面 

面对日益严峻的房地产调控环境，本集团房地产行业根据项目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去库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去

化速度有较大提升。深圳白石龙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03地块已封顶，争取尽快实现销售。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茂盛片区城市

更新项目拆迁工作在积极推进中。 

本集团控股的古马岭金矿公司新增探矿权储量报告已编制完成，正根据相关部门要求进行补充完善；取得《非营业性爆

破许可证》，节省生产成本；新的生产工艺方案正在积极申报中。 

在风险投资方面，中国风投公司及旗下基金完成了对艾思达等12个项目的投资，其中包括钢诺新材等7个新三板定增项

目；完成与嘉禾财富（北京）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的基金的注册工作；所投项目中美诺华、华瑞电器、新东方新材料申请

IPO已获证监会批准，其中美诺华、华瑞电器已完成发行；金丹科技、国林环保、煜邦电力申请IPO已由证监会受理；新增9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截至目前共有37家企业实现新三板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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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融资方面，报告期内本集团全资子公司宝安科技公司对国际精密实施了无条件全面要约收购，截至报告期末，宝安

科技公司持有国际精密534,171,250股股份，占其总股本50.76%，成为其控股股东，并顺利完成国际精密董事会改组工作；

国际精密在深圳设立了深圳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智造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作为其在智能制造产业的研发和投资平

台。报告期内，本集团所属资产管理公司完成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公司的投资工作；并全部或部分退出时代高科等4个项目，

实现较好的投资收益。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2亿元的中期票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局会议、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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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规定，按照未来适用法对

各类政府补助的核算重新归类予以确认，并结合财务报表的列报予以调整，即在利润表中增加“其他收益”项目，用于确认

和归集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仅对财务报

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7年度以前及2017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股东权益和净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会计政策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最近两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也不会导致公司已披

露的报告年度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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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 33 家、新设公司 6 家； 

2、报告期因清算、处置股权及丧失控制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7 家。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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