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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装备                           公告编号：2019-046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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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1,381,05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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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兴装备 股票代码 00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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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林 叶裕平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电话 0769-88803333-812 0769-88803333-812 

电子信箱 investor@nanxing.com.cn investor@nanxi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专用设备业务 

1、主要业务 

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板式家具生产线成套设备专业供应商。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数控

系列加工中心、电脑裁板锯、自动封边机、数控排钻、自动化及其它系列设备。 

公司产品线长，产品种类丰富，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价值。公司在国内板式木工机械行业

里率先推出的整体解决方案，使客户从单机模式提升到更具柔性的连线生产，帮助客户节省人工，提高效率，赢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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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产品 

   （1）加工中心 

 
 

    （2）加工中心 

 
 

 

    （3）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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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速自动封边机 

 
 

   （5）软成形自动封边机 

 
 

   （6）通过式钻孔中心 

 
 

   （7）数控六面钻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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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数控排钻 

 
 

   （9）自动化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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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DC服务业务 

2018年4月，公司成功收购了唯一网络，唯一网络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唯一网络是国内知名的云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提

供商，专业提供IDC业务、网络安全、云专线、公有云、混合云等服务。 

（1）IDC业务 

IDC业务，即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IDC服务商通过利用自建或者租用基础电信运营商等建立的标准化机房、互联网通

信线路、网络带宽资源，为政府、企业、个人提供机柜机位租用、服务器托管和租用、互联网带宽租用以及相关增值等方面

的全方位服务。IDC业务是每个互联网产品均需要的服务，也是互联网最底层的基础服务，众多新闻、视频、游戏、电子商

务网站、物联网、云计算都在使用IDC服务。IDC服务的优劣直接决定了用户是否能够迅速、准确、安全的访问到互联网网站

和应用。 

 

 

 

 

唯一·志享（华南）数据中心 

 

 

（2）网络安全 

提供针对数据中心的网络恶意攻击一体化安全防护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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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专线 

云专线产品是一系列具有快速开通、高速、稳定、安全等特点的专有网络产品统称。其产品包含：混合云专线（数据中

心-公有云）、公有云专线（不同公有云互联）、数据中心专线（跨数据中心互联）、点对点专线（POP点到POP点互联）。云专

线系列产品，主要解决数据通过公共互联网传输，带来的传输速度慢、不稳定、安全性差等问题。相较传统专线产品，拥有

价格低廉、快速开通、按需扩容等优势。 

 
云专线覆盖区域 

 

（4）公有云 

提供弹性、便捷、灵活、可扩展的公有云计算产品及服务。 

 

（5）混合云 

    由于用户对弹性伸缩、灵活性、可靠性、安全性与合规性的不同要求，单一的公有云、私有云、物理架构往往难以完全

满足需求。唯一网络结合自有的公有云、IDC资源及主流云厂商的资源，推出混合架构，帮助用户灵活搭建包含公有云、私

有云、物理架构的混合IT基础架构，满足业务系统的精细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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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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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125,867,749.57 781,179,934.25 44.12% 502,747,97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595,744.85 108,188,737.48 51.21% 66,403,83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364,041.54 99,772,018.82 46.70% 62,143,15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70,340.73 116,327,257.27 40.01% 119,473,31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64 0.9895 36.07% 0.6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357 0.9744 37.08% 0.6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5% 13.18% -0.43% 8.9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949,506,065.75 1,089,771,100.01 78.89% 966,792,95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4,623,294.89 873,936,045.32 89.33% 773,840,790.5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7,818,454.90 342,906,487.69 251,910,758.27 313,232,04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248,426.44 53,178,556.62 37,714,729.45 46,454,03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53,415.84 47,849,375.90 30,311,223.32 42,950,02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86,397.97 49,350,080.31 23,489,527.37 83,244,335.0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25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21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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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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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南兴

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58% 49,387,200 0 质押 23,500,000 

南平唯创众

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26% 8,233,177 8,233,177   

南靖唯壹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2% 7,785,872 7,785,872   

詹任宁 
境内自然

人 
4.80% 6,310,600 4,732,950 质押 4,600,000 

林旺荣 
境内自然

人 
4.80% 6,310,600 4,732,950 质押 6,300,000 

林旺南 
境内自然

人 
3.19% 4,186,900 0 质押 4,186,900 

詹谏醒 
境内自然

人 
2.09% 2,743,700 2,057,775   

东莞市宏商

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唯

一互联网信

息安全产业

发展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8% 2,335,761 2,335,761   

陈俊岭 
境内自然

人 
1.63% 2,137,812 0   

北京鼎海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敬为

中港价值1号

私募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8% 1,029,5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林旺南与詹谏醒为夫妻关系，为南兴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2、詹任宁与詹谏醒为兄妹关系，林旺南与林旺荣为兄弟关系。 

3、南平唯创和南靖唯壹为王宇杰控制的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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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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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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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营状况 

2018年4月，公司成功收购了唯一网络，唯一网络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两方面：南兴装备的板

式家具生产设备和唯一网络的IDC基础服务及其增值服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

数据有一定幅度提升，将实现公司与唯一网络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专用设备业务 

南兴装备是国内板式家具生产设备的领军企业，主要产品为数控系列加工中心、电脑裁板锯、自动封边机、数控排钻，

数控钻孔中心及系列产品，在行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并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 

2018年家具制造行业对智能柔性化生产升级改造的需求，促进了定制家具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的需求持续增长，

南兴装备根据客户生产工艺的转型升级，对自身产品也做了结构性的调整和优化，确保了加工中心柔性生产单元和高端数控

设备销售上的持续增长。同时，南兴装备为众多客户提供了家具智能化生产整体解决方案，帮助客户节省人工，提高效率，

赢得竞争优势。 

（二）IDC服务业务 

唯一网络是一家主营IDC基础服务及其增值服务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要业务包括服务器托管及租用、带宽租用、

机柜及机位租用、云主机、网络防护等。唯一网络依靠专业化的服务水平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形成了以基础IDC服务为主导，

不断扩大IDC增值服务的格局，在行业内树立了较高的知名度。 

唯一网络凭借优质的带宽资源、丰富的运维经验及完善的服务体系，已为近3,000家用户提供IDC服务，拥有超强的网络

安全防护能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唯一网络已在广东、福建、江苏、河南、贵州等开展数据节点管理、机柜运营，形成了

资源、客户、品牌、技术服务等核心竞争优势。 

 

    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2,586.77万元，同比增长44.12%；利润总额为18,826.10万元,同比增长50.82%。净利润为

16,359.57万元，同比增长51.21%。公司收入和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增长。主要原因首先是定制行业的快速发展影

响，家具企业对于定制家具生产线的需求量增加；其次是由于人力成本增加，导致家具制造提升自动化程度，升级换代智能

设备等原因，导致公司自动封边机、数控加工中心、数控裁板锯、数控钻等主打产品的收入都呈现大幅增长；最后是本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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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唯一网络，营业收入增加23,370.56万元，净利润增加5,068.60万元。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同比增长52.02%，主要是报告期合并唯一网络费用增加851.20万元所致。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同比增长55.33%，主要是预提股权激励费用1,677.62万元，合并唯一网络费用增加978.69万元。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同比增长39.80%，主要是报告期合并唯一网络费用增加1,302.88万元所致。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增长629.16%，主要是报告期增加6000万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增加了284.20万元。 

    2、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内，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同比减少4,012.84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的银行结构

性存款到期收回。 

    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同比增加11,738.09万元，增幅193.54%，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大，应收账款

增加2,420.43万元，合并唯一网络增加9,655.23万元。 

    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同比增加3,752.30万元，增幅681.03%，主要原因是合并唯一网络增加4,040.21万元资源采购预付款。 

    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同比增加1,357.89万元，增幅10,538.59%，主要原因是付无锡市政府的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土

地诚意金600万元,合并唯一网络增加512.24万元，其中423万元为收购广东志享股权定金。 

    报告期内，无形资产同比增加1,990.45万元，增幅37.09%，主要原因是合并唯一网络增加了无形资产2,136.97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唯一网络形成商誉58,548.33万元，于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不存在计提商誉减值的情

形。 

    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同比增加361.77万元，增幅322.19%，主要原因是增加简易建筑设施及装修费354.73万元。 

    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增加223.15万元，增幅101.97%，主要原因是计提坏账准备及股权激励费用所致。 

    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同比增加3,375.71万元，增幅39.16%，主要原因是合并唯一网络增加4,899.02万元。 

    报告期内，预收款项同比减少2,483.07万元，减幅58.53%，主要原因是去年预收款项的合同已完成，可确认收入。 

    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增加440.93万元，增幅50.31%，主要原因是合并唯一网络增加488.59万元。 

    报告期内，应交税费同比增加917.38万元，增幅105.24%，主要原因是合并唯一网络增加932.44万元。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同比减少1,105.83元，减幅30.80%，主要原因是员工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禁，公司限制性股票回

购义务减少1,160.67万元。 

    报告期内，长期借款同比增加6,352.29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并购唯一网络款项而增加贷款。 

    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比增加408.30万元，增幅9,343.08%，主要原因是合并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了4,654.31万元，增幅40.01%，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加。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了14,963.36万元，减幅1,325.74%，主要原因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比

上年同期增加了6,000万元，并购唯一网络支付的现金净额7,036.84万元。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了378.54万元，增幅326.57%，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的增加。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自动封边机 344,050,064.13 235,623,698.88 31.51% 14.60% 14.33% 0.16% 

数控裁板锯 142,327,581.42 92,753,898.30 34.83% 8.85% 14.31% -3.11% 

数控钻（含多

排钻） 
140,652,582.03 110,835,900.69 21.20% 89.37% 99.41% -3.97% 

加工中心 153,425,018.38 121,895,753.51 20.55% -12.28% -9.81% -2.18% 

IDC 及云计算

相关服务 
222,876,532.16 140,185,630.62 37.1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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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4月，公司成功收购了唯一网络，唯一网络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增加了IDC服务业务。 

唯一网络是一家主营IDC基础服务及其增值服务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要业务包括服务器托管及租用、带宽租用、

机柜及机位租用、云主机、网络防护等。唯一网络依靠专业化的服务水平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形成了以基础IDC服务为主导，

不断扩大IDC增值服务的格局，在行业内树立了较高的知名度。 

    唯一网络凭借优质的带宽资源、丰富的运维经验及完善的服务体系，已为近3,000家用户提供IDC服务，拥有超强的网络

安全防护能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唯一网络已在广东、福建、江苏、河南、贵州等开展数据节点管理、机柜运营，形成了

资源、客户、品牌、技术服务等核心竞争优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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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

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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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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南平唯创众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1号）文件，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唯一网络100.00％的股权；2018年4月2日，唯一网络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946478682），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因此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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