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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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海林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王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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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宝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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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0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芳欣

陈景山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龙洲路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龙洲路

电话

0757-25336206

0757-25336206

电子信箱

investor@donlim.com

investor@donl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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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763,414,229.46

3,796,989,268.10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225,997.41

193,437,395.96

-2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2,613,692.89

179,121,271.47

-9.22%

-104,304,740.04

229,046,548.94

-145.54%

0.1699

0.2455

-3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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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9

0.2455

-3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

6.0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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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9,655,947.32

6,652,705,046.70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25,178,836.88

3,730,387,811.66

-2.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14,399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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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3%

345,139,879

344,818,941

境外法人

25.06%

203,813,682

0

海通资管-新宝股份 1 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66%

13,5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其他

1.60%

13,007,217

0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银行－粤财信
托－粤财信托·浦发绚丽 5 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4%

10,918,228

0

国有法人

1.26%

10,273,341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新兴
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6,886,038

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6,801,694

0

上海中汇金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汇金锐定增 3 期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82%

6,696,430

0

国有法人

0.82%

6,645,600

0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性质

质押

97,3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永华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和
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郭建刚先生。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1 截至 2018 年 6 月 29 日收市后，公司股东总户数(未合并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为 14,399 户，股东总户数（合并融资
融券信用账户）为 14,80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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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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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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概述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继续扩张，但主要经济体增长的均衡程度在下降，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随着近期美
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一系列产品启动提高进口关税，引起相关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措施，国际经济下行风险逐步在
加大。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较大，主要体现在一月份的升值和六月份的贬值幅度较大。针对前期人民币升值，
2017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先后两轮启动了对客户原有产品的调价，对接单毛利率进行了筛选管控，主动放弃了部分毛利率偏
低的订单。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坚定执行制定的各项经营策略，通过技术创新、自动化
建设及国内市场拓展等系列措施，提质增效，保持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6,341.42万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0.88%；公司营业成本306,565.40万元，较2017年
同期增长0.82%，营业成本增速大于营业收入增速主要原因是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影响。
2018年上半年，公司销售费用14,463.68万元，同比减少4.70%；管理费用31,812.60万元，同比增长1.34%，其中研发投
入11,637.37万元，同比增长5.93%；财务费用1,980.26万元，同比减少18.50%,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较多的主要原因是本
期利息收入增加及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影响，汇兑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同比增加3,597.10万元，主
要原因是公司为降低汇率波动影响，与金融机构签定的尚未交割的1.78亿美元远期外汇合约（大部分执行汇率在6.4左右），
其在资产负债表日产生的外汇汇率公允价值变动损失3,961.59万元。（2018年6月30日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为6.62）。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6,446.95万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35.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22.60万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28.54% ；基本每股收益为0.1699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30.7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4%，较2017年同期减少2.41个百分点。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及公司对
订单进行了筛选管控影响。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430.47万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145.54% ，主要是购买商品、提
供劳务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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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3,763,414,229.46 3,796,989,268.10

-0.88%

营业成本

3,065,653,979.64 3,040,803,034.91

0.82%

销售费用

144,636,790.32

151,770,205.35

-4.70%

管理费用

318,125,970.96

313,912,736.62

1.34%

财务费用

19,802,578.83

24,297,585.45

-18.50%

所得税费用

25,579,518.99

61,098,603.92

-58.13%

116,373,705.50

109,856,057.14

5.93%

研发投入

变动原因

主要是母公司本期按15%的税率计缴企业
所得税。

主要是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所支付的现金
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304,740.04

229,046,548.94 -145.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262,934.37

600,528,833.32 -163.32% 主要是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2,361,285.4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416,961.27 1,590,900,608.89 -105.68% 主要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流入。

775,961,595.77

-48.15% 主要是上期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流入。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2）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金额

上年同期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同比增减

3,763,414,229.461

100%

3,796,989,268.102

100%

-0.88%

3,685,155,448.34

97.92%

3,725,082,315.82

98.11%

-1.07%

78,258,781.12

2.08%

71,906,952.28

1.89%

8.83%

电热类厨房电器

1,904,412,934.88

50.60%

1,872,426,059.53

49.31%

1.71%

电动类厨房电器

956,544,489.31

25.42%

951,153,563.70

25.05%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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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

665,078,675.10

17.52%

-19.67%

营业收入合计
分行业
小家电行业
其他业务
分产品

家居电器

534,241,213.10

其他产品

289,956,811.05

7.70%

236,424,017.49

6.23%

22.64%

其他业务

78,258,781.12

2.08%

71,906,952.28

1.89%

8.83%

国外销售

3,172,423,806.46

84.30%

3,330,850,058.93

87.72%

-4.76%

国内销售

590,990,423.00

15.70%

466,139,209.17

12.28%

26.78%

分地区

注： 1 上述收入构成分析的是公司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3,685,155,448.34 元有所差异，包括
了其他业务收入 78,258,781.12 元。
注： 2 上述收入构成分析的是公司2017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3,725,082,315.82元有所差异，包括了
其他业务收入71,906,952.28元。
注： 3 家居电器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9.67%，主要是本期清洁刷产品收入755万元，上年同期对比数为10,557万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802万元。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 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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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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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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
原因
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图企业有限公司（DRAGON WILL ENTERPRISE LIMITED)与意大
利莱卡股份公司（LAICA S.P.A）在中国香港合资设立的公司。LAICA BRAND HOUSE
LAICA BRAND HOUSE LIMITED
LIMITED注册资本100万港币，龙图企业有限公司（DRAGON WILL ENTERPRISE
LIMITED)出资55万港币，持股比例为55%，莱卡股份公司（LAICA S.P.A）出资45万
港币，持股比例为45%。LAICA BRAND HOUSE LIMITED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公司与珠海思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广东佛山合资设立的公司。佛山东菱名创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出资800万元，持股比例为80%，珠海思益企业管
佛山东菱名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理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为20%。佛山东菱名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公司
合并范围。
公司在广东佛山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广东鸣盏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
广东鸣盏电器有限公司
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0%，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公司在广东佛山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广东歌岚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
广东歌岚电器有限公司
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0%，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公司与意大利莱卡股份公司（LAICA S.P.A）在广东佛山合资设立的公司。佛山市怡
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公司出资110万元，持股比例为55%，莱卡股
佛山市怡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份公司（LAICA S.P.A）出资90万元，持股比例为45%。佛山市怡莱生活电器有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八、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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