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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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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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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志伟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 126 号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 126 号 

电话 0631-5675777 0631-567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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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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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30,998.07 1,114,464,124.94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396,255.87 50,526,764.92 -4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6,451,970.78 43,075,166.09 -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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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0,091,803.60 -123,969,369.27 -13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1.39%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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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3,697,099.97 6,434,054,403.05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55,426,343.53 3,576,423,634.01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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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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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威海北洋

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15% 92,738,540 0 质押 
34,300,00

0 

石河子联

众利丰投

资合伙企

业（有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34% 80,849,922 0   

威海国有

资产经营

（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3% 41,481,473 0   

丛强滋 
境内自然

人 
3.76% 24,619,407 18,464,555 质押 

22,000,00

0 

门洪强 
境内自然

人 
1.91% 12,492,317 0   

山东省高

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2% 11,277,354 0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摩根士

丹利华鑫

优享臻选

六个月持

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7% 7,688,836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05% 6,871,8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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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能

源革新股

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摩根士

丹利华鑫

领先优势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3% 5,426,700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摩根士

丹利华鑫

品质生活

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3% 4,15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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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控

制；门洪强为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执行董事，石

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门洪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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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石河子联众利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2,000,000 股公司股票；股东

门洪强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2,492,317 股公司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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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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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山东新北洋信

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新北转债 128083 
2019 年 12 月

12 日 

2025 年 12 月

12 日 
876,871,900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6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 

第六年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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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40.68% 39.9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64 6.36 

三、重要事项 

上半年，国内局部地区疫情出现反复，俄乌冲突下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运行，给公司经营

带来了严峻考验。3月份公司生产经营所在地威海市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正常的业务拓展、生产交付和安装验收等经

营活动造成较大影响，致使一季度公司收入与利润出现大幅下滑。二季度在解除疫情管控后，公司全力以赴开拓市场，赶

交受疫情影响延误的订单，加快设备和项目的安装验收，力求将疫情对公司年度经营计划的影响降到最低。上半年，公司

实现共营业收入11.01亿元，同比下降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27亿元，同比下降45.78%；其中第二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7.32亿元，同比增长17.04%，环比一季度增长98.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64亿元，同比增

长142.6%，环比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围绕公司业务布局，积极拓展新增长点、把握新机会 

上半年，积极围绕“2个产品解决方案+2个行业场景解决方案+2个服务运营解决方案”6项业务，深入拓展国内外市场，

发掘市场机会。 

打印扫描产品解决方案 

调整优化公司打印扫描业务的组织模式，着力推动业务全链条优化，发挥规模化、集中化的制造优势，提高业务综合

竞争力，同步加大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开拓，上半年共实现收入3.75亿元，同比增长12.59%。 

国内市场，持续加大线下大客户直销的力度，深化与国内某头部互联网大客户云打印机的合作，收入同比实现翻倍增

长；把握上半年彩票行业市场需求集中的特点，采取有效的备货策略，彩票打印机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倍；受国内疫情反复

的影响，餐饮、商业零售等细分领域的线下渠道销售出现下滑；大力拓展线上营销渠道，加强线上品牌建设，市场份额保

持稳定。海外市场，持续聚焦重点国家和头部大客户的市场策略取得显著成效，年初规划的重点新产品也已实现批量销售，

上半年海外打印扫描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达到29.55%。扫描关键件CIS方面，在巩固保持CIS产品国内外市场份额领先的同时，

公司积极培育的新能源电池工业检测CIS解决方案取得良好的市场反馈，已与多个行业头部客户建立业务联系，将成为公司

新的增长点。 

智能自助终端产品解决方案 

上半年，智能自助终端业务受国内疫情影响较大，共实现收入1.98亿元，同比下降39.98%。3月份威海的疫情导致公司

的生产、销售活动基本停滞，接踵而来的上海疫情又对公司多个战略客户的市场拓展产生影响，导致需求减少。面对挑战，

公司深度梳理业务，积极发掘国内外市场的新增机会，努力平抑疫情对全年业务计划的不利影响。 

智能快递柜类产品，国内市场短期内受疫情影响，战略大客户各地区点位铺设进展有所放缓，需求呈现下滑，但长期

来看疫情将加速行业无接触式投递配送的趋势，未来将保持稳定的市场需求；持续加大海外智能快递柜市场的开拓，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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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的欧洲德国、捷克、希腊等国家的市场已实现稳定的批量销售，与当地物流龙头企业合作持续稳固，在斯洛伐克、匈

牙利等国家的市场拓展也实现了突破，上半年海外智能快递柜共实现销售超过1,400万美元，同比增长3.7倍。 

智能售货类产品，部分潮玩派样、便利店场景下头部运营商大客户受上海疫情影响较大，所定制的智能微超、智能货

架等产品的采购需求有所延后和减少；公司持续聚焦战略大客户，积极挖掘国内快消品龙头企业新的项目需求，全新开发

的冷藏展示柜一经推出便迅速形成批量销售；大客户拓展取得新突破，同时，成功中标了国内某食品饮品知名企业的自动

售货机项目，还在国内其他全新的细分领域及海外项目中实现突破，部分项目中标或达成试点，为未来批量销售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上半年，公司继续努力挖掘各类创新自助终端的新需求和新机会，智能取餐柜在国内某电商龙头的新一轮招标中以第

一名中标，与国内另外的餐饮电商龙头继续保持稳定合作。深耕两轮车换电市场，保持与换电柜头部运营商紧密的业务联

系，积极跟踪和探索电动汽车换电市场，储备未来新的业务机会。 

智慧金融场景解决方案 

持续聚焦网点转型场景，围绕金融信创、数字化转型两大方向，发挥全链条的软硬件设备集成优势和扎实的营销拓展

能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保持行业第一阵营的地位，上半年共实现收入2.33亿元，同比增长27.56%。 

国内市场，持续丰富网点转型产品的产品线，致力于打造业内最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断加大国有行、股份行和城

商行的目标客户覆盖，稳步拓展市场；票据及现金等金融核心模块，持续加大市场渗透力度，努力与头部金融机具厂商达

成全新产品和全新项目的合作。海外市场，公司改变单一的产品销售思维，向场景化研究转变，结合海外银行网点的本地

化需求，进行定制化的产品开发，在南美等区域实现批量销售；TCR核心模块、大额存款机等产品首次在海外市场形成批量

销售，较好的达成市场拓展计划；海外支票扫描仪产品ODM大客户的订单也呈大幅度增加。 

智慧物流场景解决方案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物流自动化项目的实施、交付、验收进度出现不同程度地延期，上半年共实现收入1.45亿元，同

比下降12.01%。物流分拣是物流运输最关键的环节之一，自动化分拣能极大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是物流运营商

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物流自动化行业当前仍处于高速成长期，市场需求旺盛。公司坚持以单件分离装置、直线分拣机

等创新核心单品引领，在巩固部分自动化单品上的领先优势和市场份额的同时，不断提升全场景化的综合集成交付能力，

开拓项目总包集成业务。 

上半年，公司与国内头部战略大客户持续深化合作，在其自动化总包集成项目中成功入围并首次实现中标，全新推出

的核心单品也顺利达成项目试点；在多个省份、地市的邮政系统自动化设备采购或总包项目中标；新客户开发陆续取得突

破性进展，与某国内知名电商物流平台企业、某国内知名物流运营商达成合作，实现自动化项目中标。在不断丰富物流自

动化产品线和全场景解决方案的同时，公司以此作为切入点，着手向产业链上游关键基础零部件进行产品延伸，探索未来

新的业务增长点。 

服务业务解决方案 

克服国内疫情的不利影响，上半年公司产品维保等服务业务共实现收入0.53亿元，同比增长47.83%。持续拓展智能快

递柜维保区域，新增城市超过50个，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中标某战略大客户的产品拆改翻新业务，在增加收入的同时，拓

展了新的服务业务方式；积极跟进智能取餐柜维保项目，在某国内电商龙头的项目中成功中标，实现在这一细分市场的突

破。 

运营业务解决方案 

随着“无接触”的自助售货方式越来越得到认可，公司新零售运营业务逐步显现出持续增长的潜力，上半年实现的营

业收入额已超过2021年全年营业收入。公司聚焦城市和精细化运营的发展策略成效初显，公司持续增加重点聚焦城市、地

区的点位布设密度，优化运营流程，单点日均营业额进一步提升，单点的盈利水平稳步改善，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广

告、商品陈列等创新业务收入，持续为运营点位赋能，也取得积极成效，新零售运营收入进一步多元化。 

自动化分拣运营业务，继续尝试拓展“设备集成+人工分拣”的运营业务，加速业务延伸。聚焦重点省份的地市级邮政，

积极挖掘分拣运营业务机会，上半年新中标承接了3个场地自动化分拣运营项目，分拣运营业务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2、加强经营管理，降本控费、提质增效 

上半年，公司以提升经营质量为核心管理主题，开展“降本控费、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主动作为，积极应对疫情等

外部不利环境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努力改善经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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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成本费用管控，以预算管理为抓手，贯穿全流程、全要素进行费用管控；积极复制、推广产品成本设计优化的思

路和经验，从产品开发源头管控成本；针对产品销售过程中的仓储、物流费用，实施专项管理优化，加大供应商寻源和灵

活选择运输方式，仓储、物流费用逐步降低。 

在生产交付方面，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主要生产工厂所在地威海突发疫情，当期生产制造受到极大冲击，公司沉着应对，

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在复工复产后的第一时间快速恢复了产能，赶工交付被延误的订单。在保交付的同时，上半年结合市

场需求的规律和产能分布特点，积极推进均衡式生产，进一步释放产能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积极推进生产自动化改造

和生产工艺优化，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保障质量安全水平；同时着重围绕影响物流自动化业务

生产和工程实施方面的管理短板加以改善和补充，公司物流自动化业务的交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成本和效率明显改善。 

在供应链方面，上半年公司成立了战略采购管理委员会，密切关注供应市场的变化，针对关键物料、重点采购项目及

时调整采购策略，积极应对采购供应链的风险和挑战；进一步加大供应商开发和储备，持续优化现有供应商，推行并强化

供应商分级管理；结合年度经营计划，针对采购量大的关键物料，集中采购规模，持续开展供应商议价、多供方引入和采

购渠道优化等工作，努力降低采购成本。 

此外，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强服务网络的建设，优化服务资源配置；分层次、分产品对服务工程师队伍开展了专业技能

轮训，持续提升一线人员专业服务能力；进一步丰富完善公司服务云平台管理系统，围绕服务工单的过程管理，持续提升

服务质量和效率；利用信息化工具及时监控公司产品运行质量，建立产品质量数据共享机制，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水平，降

低质量成本。针对物流自动化类业务项目周期长、流程环节多的特点，开展了物流自动化业务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专

项管理优化，加强从合同洽谈到合同完全履行的全过程跟踪管控，努力改善经营性现金流。 

在组织与人力资源建设方面，上半年，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对打印扫描产品业务、物流自动化业务以及新零售运

营业务相关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优化，强化在“矩阵式管理”基础上的“利润中心”责任机制，简化内部流程，提高组织

运行效率；稳步推进并完善经营管理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有效推动重要经营管理活动的计划、组织、实施和监控；组

织实施了管理干部轮岗，继续加强人才梯队和后备管理队伍建设，推进人才队伍年轻化，优化公司人力资源结构；进一步

调整优化员工绩效考核方案，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牵引公司经营目标达成。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丛强滋 

2022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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