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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17-058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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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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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民智通 股票代码 00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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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晓刚 王昭 

办公地址 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 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 

电话 15106578555 0535-8882355 

电子信箱 songxiaogang@xingmin.com wz@xing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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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9,829,904.87 601,502,173.50 4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003,878.00 28,027,260.00 4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500,121.07 23,900,598.52 4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7,716.18 48,170,659.84 -10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 1.4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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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3,530,654.01 3,971,654,174.48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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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59,078,333.72 2,024,211,174.5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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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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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成 境内自然人 33.84% 173,848,000 173,848,000 质押 58,600,000 

姜开学 境内自然人 2.35% 12,095,600 12,095,600   

邹志强 境内自然人 2.30% 11,835,000 11,000,000   

崔积旺 境内自然人 2.30% 11,835,000 11,000,000   

李元建 境内自然人 2.27% 11,677,200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运晟 3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9% 7,652,781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7,365,89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2% 7,317,300 0   

顾斌 境内自然人 1.37% 7,063,000 0   

吕荣广 境内自然人 1.31% 6,704,07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志成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姜开学先生系王

志成先生的姨夫；3、邹志强先生系王志成先生的大姑夫；4、崔积旺

先生系王志成先生的小姑夫，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顾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46,000 股，还通过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000 股。 

注释：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志成先生将其持有公司的 58,600,000 股质押股份解除质押；截至本

报告日，王志成先生将持有的本公司 139,000,000 股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6%）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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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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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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7年1-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52.6万辆和1,335.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6%和

3.8%，产销同比增速比同期有所减缓，其中乘用车产销增速同比下降明显，商用车增速明显高于同期。2017年上半年，汽

车销售增速逐渐趋缓，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公司坚决贯彻年初制定的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以钢制车轮业务

为主线，以车联网业务为引擎，以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业务和产品结构调整，促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迈

入主业强劲、多元共进的新篇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982.99万元，同比增加41.28%，其中主营业务收入76,864.37万元，同比增加39.6%，占

全部营业收入的90.45%，受下游客户市场需求增加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钢制车轮以及车载无线及集成产品均保持较大幅

度的增长，同时报告期合并控股子公司九五智驾主营业务智驾设计及服务收入4,551.83万元，使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有所增长。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00.39万元，同比增加42.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3,550.01万元，同比增加48.53%，受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影响，公司业绩同比也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生产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在钢制车轮领域，公司继续深耕细作，在巩固原有客户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主机厂、新客户，抢占市场份额；

通过参加海外展会加大海外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2017年3月，公司与北汽福田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拉开

了双方高层对话的战略合作帷幕。2017年1-6月，公司钢制车轮的总销量共计528万件，实现营业收入6.24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30.14%。 

在车联网领域，2017年1月，公司与上海金雅拓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就上海金雅拓与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英泰斯特、

九五智驾在智能网联、车联网安全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推动了双方业务的协同发展。2017年6月，公司控股子公

司英泰斯特与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签署了《特许产品供货与服务协议》，由英

泰斯特为其提供新能源汽车T-BOX产品及服务，有效推进了公司该类型产品业务开展。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英泰斯特新拓展

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思致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广东亿鼎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南京环绿新能源车

辆有限公司、河南森源重工有限公司、天津清源电动车辆有限责任公司、合众新能源等新客户；在传统车方面，英泰斯特完

成华菱第一阶段的系统开发和上线，T-BOX开始进入到稳定供货阶段。2017年1-6月，英泰斯特共销售13.14万台T-BOX，业绩

实现快速增长，市场占有率较前期实现明显提升。 

2、技术方面 

报告期内，在钢制车轮领域，公司共完成新产品立项44个，完成新产品模具设计254套。公司直接参与主机厂技术交流，

并负责主机厂新品的开发，以满足客户需求，同时通过外聘专家讲解以及同业交流，实现技术改进和技术对接。在车联网领

域，英泰斯特完成了北汽4G T-BOX的产品开发和验证以及手机APP开发和上线；针对传统车市场，完成了主流市场T-BOX

的产品对标分析，开发了行业领先的地方公共平台数据转发系统，以满足车企申领补贴的要求。九五智驾与摩拜单车在开发

客户服务平台改善用户服务体验领域达成合作，与宝马中国在合作运营互联驾驶数字化服务方面展开合作；2017年4月，九

五智驾顺利通过CMMI3级评估认证，标志着其软件技术研发能力、过程组织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方案交付能力在标准化、

规范化、成熟度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申请专利四项；英泰斯特获得一项发明专利，在申请专利四项；九五智驾获

得三项发明专利，在申请专利一项。 

3、质量方面 

报告期内，在钢制车轮领域，公司严格遵守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和精益生产要求，推行有序生产和降本提效的生产理念，

通过转变质量观念和发挥先进设备的技术优势，稳定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合格率，提升产能功效，不断完善质量系统基础

QSB建设，打造“质量、安全、环保”一体化的生产管理质量体系。在车联网领域，英泰斯特严格执行TS/16949标准，通过了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导入通用汽车的QSB管理体系管理工具，持续提升产品质量。2017年6月，九五智驾顺利通

过了ISO9001（2015版）的管理体系再认证审核，该认证促进了其内部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为实现全面的科学

管理奠定了基础。 

4、管理方面 

截至目前，公司建立了一套科学高效、运作有序的管理机制。在绩效考核管理上，公司运用ERP系统和“云之家”系统，

着力推进科学化管理，对企业资源合理配置、改善企业业务流程、严控品质管理流程、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显著作用。

在精益生产上，公司讲求实效，完善管理，在缩短生产周期、安全生产、产品品质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新工艺的研究应用上

不断加大投入，利用精益技术进行优化改善，不断加大车间现场检查和升级制造装备，完善生产流程，提升生产工艺，力求

在规模生产中实现多品种和高质量产品的低成本生产。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公司坚持多种措施人才引进及绩效激励机制，打

造兼容并包的企业文化氛围。通过外邀内训的方式，不断提升员工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人才

队伍的稳定，极大的提高了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人才对企业的忠诚度，为公司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贯彻执行各类体系建设要求，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同时继续推行持续改进和精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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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公司管控能力，继续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5、资本运作 

公司在立足主业的同时，积极涉足金融领域，借助资本市场功能，推进业务创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外延并购及

再融资等手段，不断延伸公司的产业链，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为公司快速扩张提供了强力支撑。 

报告期内，为保证英泰斯特未来全部纳入公司并节约后期收购成本，经各方协商，暂由子基金宁波兴圣收购英泰斯特剩

余49%股权，待2018年再由公司向子基金购回，这也是公司寻求外延式发展和拓宽投资渠道新的探索和尝试。2017年6月，

公司参与发起设立的威海蓝海银行筹备工作均已完成，于六月底正式营业，未来也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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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

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年1月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

需提供比较信息。2017年8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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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赫男 

 

                                                                                  2017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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