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6-049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北洋 股票代码 00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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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波 段旭高 

电话 0631-5675777 0631-5675777 

传真 0631-5680499 0631-5680499 

电子信箱 snbc@newbeiyang.com snbc@newbeiya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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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332,627.84 467,528,732.27 4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693,725.75 61,056,207.00 3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781,871.10 56,059,597.56 2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586,133.59 97,985,478.80 -37.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0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3.30%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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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8,321,647.48 3,086,555,962.98 1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60,387,327.94 1,909,862,641.72 18.35%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65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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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威海北洋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69% 92,738,540 10,479,740 质押 28,300,000 

石河子联众利

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38% 59,260,125 0   

威海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7% 41,481,473 4,680,273 质押 18,400,000 

丛强滋 境内自然人 4.52% 28,519,407 22,407,005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92% 24,748,425 0   

山东省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8% 23,850,469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盛电子信息产

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7% 15,571,337 0   

门洪强 境内自然人 2.31% 14,603,817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0% 8,232,500 0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 7,994,09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均受威海市国资办

控制，合计持有公司 134,220,01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1.25%；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

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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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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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是公司实施“二次创业”的关键年，上半年，公司加快推进战略转型与组织变革，树立并强化“经营客户”的管理理

念，不断完善“技术创新推动+市场需求拉动”的双轮驱动经营模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较好的增长。上半年主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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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下工作： 

（一）加快实施业务结构、市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围绕重点聚焦的金融行业，积极进行上下游全产业链布局，在多个关键环节实现了规模增长。在金融产品关键件方面，

高性能CIS得到推广。在金融产品嵌入式模块方面，多款现金、票据的鉴别、售卖、打印模块完成研制推向市场，并在部分

银行的智慧柜员机项目的测试验证中得到认可，成为重要的模块供应商。在银行终端产品和解决方案方面，上半年公司加大

了硬纸币兑换设备的推广，同比实现了较快增长，硬币清分、清点、清洗、包装等系列产品也加快设计完善；纸币清分机上

半年在多家银行的招标测试中表现出色，并再次入围交通银行、建设银行选型采购项目，同时在海外部分国家银行采购招标

中成功中标，开始实现批量销售；TCR、高速存款机等现金处理智能终端加快开发验证；在已有成功试点的基础上，上半年

进一步完善现有票据鉴伪/风控管理解决方案，积极在多个商业银行进行验证推广。 

围绕重点聚焦的物流行业，公司积极研究分析物流行业的信息化、自动化发展趋势，加快规划设计在物流行业的业务布

局。抢抓快递物流配送“最后一百米”的行业市场机遇，公司智能物流柜业务上半年实现大幅增长，同时公司积极加大国内外

各类物流智能终端产品新机会的挖掘，取得一定进展。围绕物流行业信息化方面的需求痛点，上半年公司以便携打印机、面

单打印机等信息化产品为突破口，与部分知名电商物流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快速切入电商物流领域，同时启动了新型移动终

端的研制开发；围绕物流行业自动化方面的需求痛点，进一步完善了自动分拣柜产品，实现了稳定销售，同时启动了新型的

自动分拣解决方案等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开发。 

针对传统业务，继续夯实巩固市场渠道，积极发掘新机会。海外市场保持适度增长，继续加大与已有海外战略大客户的

合作力度，巩固海外的渠道分销，并着重加大了新产品推广销售和新兴国家地区的开拓力度；同时着重加大了欧美地区在物

流、零售、选票等领域专用打印机、识别模块、自助终端设备等新业务机会的调研与发掘，部分新业务机会有望成为海外直

销业务新的增长点。国内零售/餐饮、交通、彩票、公共服务等传统行业的业务总体保持稳定，在零售/餐饮行业市场加快推

进渠道扁平化和电商销售渠道的建设；在交通行业，高铁业务产品销售逐步恢复，公路客运市场的相关产品也实现批量销售；

在彩票、公共服务等细分市场，公司的系列彩票产品、社保自助服务终端等均实现一定增长。 

以服务子公司为载体，公司着力培育的服务业务发展较快，物流、高铁、通信、彩票等行业大客户的产品维保服务和耗

材销售业务快速增长；同时上半年试点开展了设备运营业务和相关服务业务，积极探索公司服务业务发展的新模式。 

（二）完善双轮驱动经营模式，积聚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上半年，公司开展了多轮针对重点聚焦行业和传统业务的市场需求调研、分析和策划，修订完善了市场需求管理的流程

机制。同时围绕金融、物流等重点聚焦行业，公司着力加大在该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积聚技术创新能力及优势。

上半年，公司针对金融、物流行业未来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和技术应用方向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分析，针对多

个环节的核心技术启动了前瞻性预研；基于充分的业务技术分析，对公司金融、物流行业的产业链布局和产品线进行了系统

的规划，启动实施了关键产品和技术的设计开发；按照公司业务与技术的规划，重新优化配置内部研发资源，加大整合外部

创新资源，公司在金融和物流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迅速提升。 

（三）进一步优化完善“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的组织模式，提升运营管理的效率与质量。 

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各业务前端的营销人才队伍的扩充和提升，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优化业务流程，在内部试

点推行了以“销售、技术、交付”为主的“铁三角”精兵小团队的组织方式，取得良好成效。加大对技术创新、市场技术、供应

链及交付、质量管理、售后服务、分总部区域、信息化“七大业务支撑平台”的梳理和强化：在技术创新平台方面，继续保持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加大研发人员的招聘引进，根据业务战略方向重新梳理配置研发资源，着重加大了北京系统集成研发中

心的建设扩充；在供应链与交付平台方面，进一步整合集团采购平台资源，提升了集团采购供应议价能力，正式启动实施“自

助终端集成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全面推广生产“精益革新项目” ，全方位提升公司的智能制造水平和生产交付能力；在

分总部区域平台建设方面，加强了北京分公司的区域平台建设，进一步扩充深圳分公司的分总部平台职能，启动上海办事处

的筹建，扩充了欧洲子公司和北美办事处的平台职能；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规划，加快了营销与服务网络的建设以及系列信息

化系统平台的实施建设。 

（四）加强外部优势资源的整合，不断提升“外延式”成长能力。 

1月，完成对荣鑫科技的增资扩股，引进国内金融领域的知名合作伙伴，为开拓金融市场提供助力。4月，完成对数码科

技的增资扩股，并收购部分原股东的股权，优化了子公司股权结构，加强了集团化的管控和规范管理。6月，与威海市商业

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的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利用金融租赁公司平台助推公司产品的推广。6月底，公司实施

完成了非公开定向增发公司股票的发行，募集资金354,893,314.30元。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对外产品技术交流与合作，

通过委外开发、合作开发、技术引进、共建科研平台等多种方式，积极跟踪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孵化新兴技术项目，同时积

极引进管理、营销、技术等各方面的专家顾问，已初步搭建形成公司外部高级专家顾问资源库。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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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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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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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丛强滋 

                                                                                     2016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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