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722                           证券简称：新余国科                           公告编号：2018-076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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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国科 股票代码 3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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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吉成 陈花 

办公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光明路1368号国防

科技工业园 

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光明路 1368号国防

科技工业园 

电话 0790-6333186 0790-6333906 

电子信箱 dmb_9394@163.com dmb_9394@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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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5,706,634.75 84,887,943.30 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57,266.08 15,231,156.47 5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5,415,087.54 14,962,019.31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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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73,998.32 -17,368,591.84 14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5 1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5 1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7.18%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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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912,361.64 560,732,928.81 -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3,149,885.93 385,138,499.91 4.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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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军工控

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6.83% 29,466,667    

江西钢丝厂 国有法人 28.17% 22,533,333  质押 4,356,600 

新余科信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8% 4,140,00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 
国有法人 2.50% 2,000,000    

新余国晖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3% 1,860,000    

付同河 境内自然人 0.22% 178,800 0   

蔡康明 境内自然人 0.22% 177,600 0   

文斌 境内自然人 0.18% 141,200 0   

林书明 境内自然人 0.16% 125,000 0   

彭毅 境内自然人 0.15% 1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军工控股公司和江西钢丝厂属同一控制人下的两家关联法人；新余科信和新余国晖同

为公司重要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持股平台，江西钢丝厂、公司董事长金卫平、

董事、副总经理及代行总经理职务的袁有根在新余国晖持有股份；江西钢丝厂、董事

姜才良、副总经理刘爱平、副总经理罗喜平、董事会秘书颜吉成在新余科信持有股份。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票尚不属于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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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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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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2018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军品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人工影响天气产品业务保持稳定。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570.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2.74%；实现利润总额 2652.08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了 50.19%；实现净利润 2305.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38%。 

(二）2018 年度上半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培育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8 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 729.47 万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1.64%，占营业收入的 7.62%，在研项

目稳步推进。2018年上半年，公司军品在研新产品项目有 90 余项，其中在研新产品中配套于国家高新工程项目 2 项，配套

于国家重点武器装备项目 20 余项；公司民品在研项目有 30 余项，完成技术鉴定 5项；其余在研项目也取得不同程度进展，

为公司的发展增添了后劲。特装公司 2018 年上半年被批准为“江西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同时荣获 2017 年度新余市推进

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奖。 

2018年上半年，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 13 项，向国防专利申请国防专利 1项，今年上半年获授权专利 2

项。到目前为止，公司拥有授权专利共 46 项，其中发明专利 3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40项，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9项。这些专利技术均转入生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2018年上半年，公司加强了产学研合作。民品与军民融合方面，公司与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所开展台风探测项目，与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开展了平流层气象探空、无人机下投探空、积雪深度探测等项目的课题研究，与北京理工大学合

作开发气象探空火箭。军品方面，公司与某研究所开展了某新型烟火材料及火工元件的开发；公司与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开展战略合作，在多个项目上进行联合开发等等。这些合作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稳步开展项目投资，不断提高公司业务能力 

2018年4月，公司在北京投资设立了新余国科北京分公司，北京分公司作为公司在北京的窗口，主动对接军方气象主管

部门及中国气象局、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等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在北京的院校、研究机构等，积极

争取国家关于军民融合、气象环境监测、应急保障、民政事业等领域的项目，努力培育公司发展新的增长点。 

为了解决公司软件技术和人才队伍不足的问题，公司收购了专门从事气象水文环境应用领域软件开发的“双软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南京砳磊软件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2018年6月23日公司与南京砳磊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大大提升了公司在软件开发和运维方面的能力。 

3、积极践行军民融合，军民融合有了新发展 

公司坚持“军民融合，寓军于民”的方针，依托军工企业优势，发挥火工企业的特长，特种装备的优势，实施军民融合，

利用军工新技术成果，推广到民用领域，同时将公司自主开发的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装备推广到军事领域。2018年上半年，

公司在推动军民融合所作的工作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018年上半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人才强企战略，做好企业核心人才队伍建设，为公司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公司着

力打造“高级管理人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三支人才队伍建设，推荐了三位同志为2018年江西省政府特殊

津贴人选，推荐了一名同志为2018年江西省高技能人才人选。2018年上半年，公司招聘了大学本科生5人、博士生1人进入公

司工作，充实了公司人才队伍。 

5、募投项目和基本建设稳步推进，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一是上市募投项目有序推进。2018年上半年，按照研发中心项目建设的进度要求，完成了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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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勘察、施工图设计、施工监理招标、环境预评价等工作，开展了项目施工预算、施工图设计审查、消防设计审查、安全预

评价、职业卫生预评价等工作。上半年完成项目投资约50万元，计划在下半年正式动工建设。 

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项目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发展需要，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正组织建设内容调整报告编制工作。

2018年上半年，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建设项目完成投资约90万元。 

二是老厂区拆迁项目基本完成。2018年上半年，公司基本完成了老厂区遗留问题的处理。 

三是全面完成位于欧里镇的新总库区建设工作。2018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欧里镇新总库区建设项目的规费清缴、规划

验收、消防验收、防雷验收等后续工作，正在组织项目工程结算及结算审计、不动产权证办理、项目资料入档等工作。 

四是国拨资金项目完成验收。2018年上半年，公司承担的国家国防科技工业研制保障条件建设项目、安全技术改造项目

通过了国家国防科工局组织的项目验收，并取得批复。 

6、基础管理得到强化，各项管理水平有所提高 

在质量管理上，公司通过开展质量改进、质量体系认证、第二方审核和精品工程活动，产品实物质量有了稳定的提高，

质量体系运行持续有效。 

在安全生产上，公司积极开展安全标准化、职业卫生体系建设，通过实施安全技术改造，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本质安全性；

加强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加大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力度，保证了公司的生产、拆除、项目建设的安全，2018年上半年未发

生较大的安全生产事故。 

在环境保护上，公司加强了环保设施运行和监测，确保了达标排放；2018年上半年公司获得了一项环保专利，提升了公

司环保能力。 

在军工保密上，公司加强日常保密检查与监督工作，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落实，军工保密工作水平有了稳定的提升，2018

年上半年未发生失泄密事件。为提高公司军工保密能力，公司已全面启动申报武器装备二级保密资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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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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