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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22                           证券简称：新余国科                           公告编号：2019-043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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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仲平 董事 工作原因 金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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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64,299.38 95,706,634.75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13,635.79 23,057,266.08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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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4,618,798.59 15,415,087.54 -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35,988.61 7,073,998.32 -28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1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1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5.91%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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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90,399.37 522,824,201.86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4,572,304.75 435,721,174.79 -2.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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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3,334 41,253,334   

江西钢丝厂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17% 31,546,666 31,546,666 质押 6,099,240 

新余科信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8% 5,796,000 5,796,00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2,800,000 2,800,000   

新余国晖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3% 2,604,000 2,604,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

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731,160 0   

黄惠明 境内自然人 0.24% 272,4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军

工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3% 257,120 0   

蔡康明 境内自然人 0.22% 250,640 0   

钟优汉 境内自然人 0.17% 192,7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军工集团和江西钢丝厂属同一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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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经理代履行总经理职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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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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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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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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按照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加大市场的开拓力度，销售收入仍然保持同比增长。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76.43万元，较上年9570.66万元增长了6.33%；实现利润总额1891.51万元，较上

年2652.08万元减少了28.6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51.36万元，较上年2305.73万元减少了28.38%。 

（二）2019年上半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稳步推动投资并购，促进企业跨越式发展 

（1）对外并购有新行动。为了快速做大公司规模和效益，上半年，公司先后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等潜在

并购标的企业进行考察和洽谈，做了一些前期性工作，为公司下一步实施并购重组创造条件。 

（2）对内投资有新项目。上半年，公司通过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并自筹部分资金投资于基于物联网、新一代人工

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体系化装备、信息化管理系统、环境保障专项工程的研发，有利于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 

2、积极推进项目建设，提升企业科研生产能力 

（1）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基本完成。截止2019年6月底，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基建部分已基本完成，现在组织设备安装

及后期装修工作，预计第三季度可以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将大大提升公司军民用火工产品、人影燃爆器材、气

象探空火箭等的研发条件和试制生产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2）人影装备扩产项目稳步推进。上半年，公司人影装备扩产项目已完成了规划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地质勘查、

施工图设计审查、环境预评价、职业卫生预评价、安全预评价、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施工预算及招标准备等前期工作，现

正在办理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消防审查等手续，7月底前完成项目招标，8月上旬开始全面施工。该项目建设将推动公司在

人影气象环境装备领域生产能力的全面提升，巩固和提高公司的行业优势地位。 

（3）人影气象环境产品研发项目有序实施。围绕着传统领域技术升级，开拓新领域，公司组织立项并实施了一系列新

型人工影响天气体系化装备、气象环境观探测体系化装备、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信息管理系统（软件）、气象环境保障

专项工程等人影与气象环境装备新产品研发项目，目前，各个项目研发工作均按进度要求开展。通过研发项目的实施，将极

大地促进公司转型发展能力的提升。 

（4）火工品扩能项目与政府部门积极对接。公司火工品扩能项目在新余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已完成地方建设项目立项

工作，目前正在与市国土局、市规划局等对接土地相关事项。项目的建设完成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军民用火工品生产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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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3、实施创新驱动行动计划，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新产品研发取得新成就。公司十分重视新产品研发工作，上半年投入资金993万元，与去年同期增加264万元。在

军品上，上半年，新产品研制项目有79项，其中配套于国家高新工程项目有2项，配套于国家重点武器装备项目有25项；其

中处于设计定型或技术鉴定研制阶段的有21项，处于样机研制阶段（含初样机、试样机、正样机、工程样机）的有31项，处

于方案阶段的有6项，处于预研阶段的有24项,已完成设计定型（或鉴定）3项，阶段性评审7项。公司与江西某军工企业合作

的某型气象探空火箭也获得了军方试制任务，与某军工企业集团配套的某大型火工装置也被批准立项，军品业务实现了重要

突破。在民品上，上半年，公司及下属特装公司、南京国科公司合计开展军、民品新产品研发项目32项,各项目均按要求和

进度节点推进工作。新产品研制开发为公司的发展增添了后劲。 

（2）知识产权取得新成果。公司及下属特装公司、南京国科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共12项，其中发明专

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2019年上半年，公司合计12项专利获得授权，其中实用新型专利8项，发明专利1项，外观专利3

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49项。截止2019年6月底，公司累计拥有有效授权专利共59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外观设计专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47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93项。 

（3）科技创新取得新进步。上半年，公司申报的江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物联网的人工影响天气新技术研究和

防控装备研发项目》获得立项评审通过并公示，参与申报的江西省重点研发项目《烟花爆竹企业安全智能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项目》也获得了立项评审并公示；公司组织了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申报工作；完成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复评；完成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开放研究项目第一阶段的资料申报；特装公司申报了5项省级重点研发计划，组织了高企复审相关材料

在等待评审结果；完成了江西省名牌产品申报工作及江西省井冈质量奖组织奖申报工作，其中百灵牌增雨防雹火箭弹已通过

了江西省名牌产品评审；公司研制配套于某型弹药的底火和雷管系列分别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国家国防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颁发的“中国兵器工业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荣誉。 

（4）标准化工作有新成绩。上半年，公司深入贯彻标准化战略，及时组织了有关国家、行业标准贯彻实施，积极争取

行业标准制修订任务，公司向国家气象主管部门申请了人工影响天气焰弹、烟条等3个国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正在审核中；

完成增雨防雹火箭弹发射架等25个标准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编制军用火工品图库。公司参与制定的国家行业标准《螺旋桨式

飞机机载焰剂型人工增雨催化作业装备技术要求》已于2019年1月正式发布，5月实施。公司参加编制了国家行业标准《人工

影响天气通用火箭发射架技术要求》工作，标准化工作取得了新成绩。 

（5）重大气象保障项目有新发展。上半年，公司紧跟国家战略，通过北京分公司主动对接国家发改委、中国气象局等

有关气象主管部门，研制开发系列重大气象保障新产品，公司在重大气象保障领域所做的工作受到了国家、地方主管部门高

度肯定，是1910项目、武汉军运会的人工影响天气气象保障项目指定产品服务商。与汽车改装企业合作的机动式人影探测作

业指挥车系统、与无人机开发企业合作的大型固定翼人工影响天气无人飞机项目全面启动，该项目将参与2个重大活动保障

工作。 

（6）两化融合有新推进。上半年，一是完成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第二次监督审核现场审核工作，通过推动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的运行，系统地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两化融合过程管理机制，在基于建立和完善生产计划的进销存管控能力、安全

生产集中监控能力、企业资源信息管理系统（ERP）的基础上，结合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标准要求，为企业再造管理

流程，打造产品设计创新、制造创新、协同研发创新、人力资源管控创新提供了基础，促进了企业的两化融合战略从生产、

管理领域向研发、创新领域的发展。公司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项目被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列为2018年省级工业转型升级

项目获得了17万元专项补助资金。二是积极参与我省推动的“03专项”，组织申报的2个专项分别通过了专家评审，并有望获

得立项和实施。通过信息化提升，促进了公司信息化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7）产学研合作有新伙伴。上半年，公司加强了产学研合作，与南京理工大学签订了两项技术的技术服务合作协议；

与江西某军工企业签订了2个产品的合作协议；与黑龙江省气象局某下属单位签订了人工消雷技术合作协议；与某汽车改装

企业签订了关于机动式人影探测指挥作业车的合作协议；与某无人机开发企业签订了无人机技术开发合作协议。通过持续推

进产学研合作，促进了企业创新快速提升。 

（8）创新机制有新举措。上半年，公司对科技成果奖励制度进行了修订，加大了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力度，同时制定了

科技人员的考核制度，打破平均主义，按劳取酬，激励其创新动能。为深度挖掘企业技术创新点，激发科技人员申报专利的

热情，对专利奖励方式进行了调整。 

通过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计划，为公司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增添了活力和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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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

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

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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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和期初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执行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

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

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金

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

及金额 

将原列报“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分拆为“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24,295,046.52  37,547,961.88  92,825,217.91  

应收账款 81,692,281.57  55,277,256.03  

将原列报“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20,000,000.00    17,226,623.16  

应付账款 14,547,163.32  17,226,6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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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