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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8-066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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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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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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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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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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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2517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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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7,867,219.49 2,939,175,274.87 4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909,762.37 80,082,095.11 4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065,312.59 3,444,802.94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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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2,015,645.16 18,116,794.37 2,450.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5 0.0373 43.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5 0.0373 43.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1.77%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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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55,619,787.24 27,109,464,910.13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81,166,494.90 4,999,547,608.2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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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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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00,000 

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57% 119,787,377    

李松强 境内自然人 2.93% 62,95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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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6% 14,088,083    

聂仁和 境内自然人 0.61% 13,123,728    

吴海涛 境内自然人 0.59% 12,783,229    

曾静 境内自然人 0.40% 8,518,819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8% 8,17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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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李松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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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62,902,955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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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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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7 宝安 02 112577 2022 年 08 月 29 日 100,000 6.0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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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7% 63.31%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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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2.77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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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面对日益加剧的行业竞争压力，以及原材料、人工成本等不断上涨的经营压力，本集团整体收入、利润

仍保持平稳增长。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436,433.64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47.56%；营业成本278,565.1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45.34%；销售费用41,757.72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53.12%；管理费用51,690.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1.99%；

财务费用21,988.4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0.99%；实现营业利润34,207.4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9.65%；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1,490.9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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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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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7亿元，同比增长46.11%；实现利润总额1.92亿元，同

比增长3.17%。在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坡的影响下，动力电池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本集团控股的贝特瑞产品综合毛

利率有所下降，经营业绩不及预期，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5.34亿元，同比增长20.98%；实现净利润1.21亿元，同比下降

22.04%；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产品获日韩大客户认可；硅基负极材料原料收率进一步提升，原料成本大幅降低；贝特瑞江苏

常州金坛项目NCA正极材料产线及石墨负极材料产线目前均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本集团控股的国际精密报告期内实现营业

收入40,409.49万元；实现净利润3,769.65万元，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其固定成本费用增加以及股权激励摊销成本

增加所致；国际精密江苏常熟工厂获全球著名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厂商和全球著名汽车线束系统制造厂商认证，已进入正式生

产阶段。本集团控股的大地和主营业务从商用车向乘用车、物流车转型工作已显初步成效，销售收入实现较大增长，报告期

内实现营业收入13,863.23万元，同比增长103.59%；但由于新产品毛利率较低，销售利润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报告期内

实现净利润-3,460.71万元。本集团控股的友诚科技加强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工作，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实现较大增长，但受产

品销售毛利率下降影响，其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本集团召开的第十三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武汉永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本集团将持有的永力科技52%的股权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新雷能，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26,000万元。目前该事项

已获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交易双方正在办理永力科技的股份交割手续。 

近年来本集团培育的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报告期内大部分企业仍处于培

育阶段，规模小，对本集团业绩贡献尚未体现，对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盈利水平造成一定影响。 

（二）生物医药产业 

本集团生物医药产业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12.01亿元，同比增长41.54%；实现利润总额1.27亿元，同比下降39.17%。

本集团控股的马应龙持续推进医药工业板块、诊疗板块、医药商业板块、大健康板块，深化战略转型，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10.72亿元，同比增长37.10%；实现净利润1.03亿元，同比下降41.1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84亿元，同比增长

14.59%。本集团控股的大佛药业进一步加大市场推广力度，目标市场拓展工作进展明显，加之两票制的全面落地，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830.14万元，同比增长143.12%；实现净利润596.17万元，同比增长

386.91%；其中，核心产品达芬科闯、希诺宁和达芬盖销量同比实现了较大增长。本集团控股的绿金高新稳步推进政府采购

和基地销售工作，同时积极布局渠道市场，成功开拓安徽、四川、云南等渠道市场，有效提升产品市场覆盖率，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4,014.44万元，同比增长32.26%；实现净利润379.49万元，同比增长21.62%。 

（三）房地产及其他产业 

本集团房地产业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6.47亿元，同比增长93.47%；实现利润总额1.27亿元，同比增长592.71%。报告

期内，本集团子公司万宁宝安地产公司去库存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实现资金回笼；本集团控股的丹晟恒丰公司的深圳市白石

龙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新彩苑已开盘销售，目前销售情况良好；本集团控股的华信达公司的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茂盛片

区城市更新项目仍处于前期拆迁谈判阶段。 

报告期内，本集团召开的第十三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下属子

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威海宝顺、威海恒运、威海港宝的全部股权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新海园，威海三家

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及新海园代威海三家公司偿还对本集团（含山东地产公司）的负债合计人民币68,930.51万元。8月初，

本集团已收讫新海园支付的全部款项，威海三家公司10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已办理完成。 

本集团其他产业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1.79亿元，同比增长2.36%；实现利润总额0.48亿元，同比增长180.55%。本集团

控股的运通公司、恒安公司与中信置业、桦盈实业共同合作推进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运通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目前运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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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恒安公司已收到桦盈实业支付的第一笔保证金2亿元和第二笔保证金4亿元，并已完成被拆迁物业的移交工作。本集团控

股的古马岭金矿选矿工艺技术实现突破，一次性浮选回收率获得较大提升。在风险投资方面，本集团参股的中国风投及其旗

下基金共计完成了对6个项目的投资，并完成了2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设立工作。在投融资方面，本集团控股的资

产管理公司完成了对1个项目的投资，并完成了2个项目股份部分减持工作，收回投资本金及部分投资收益。 

在品牌建设方面，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8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中，本集团以591.52亿的品牌价值名

列第68位；此外，本集团还荣获“2017年度科技创新杰出贡献奖”、“2018广东上市公司改革开放四十年•十大卓越企业”、

“2018广东上市公司十佳创优品牌建设示范单位”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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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通过新设、收购子公司共5家，通过转让股权处置的子公司共6家，注销子公司1家。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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