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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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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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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航节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66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侯建峰

张保源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 188 号总部基地 3 区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 188 号总部基地 3 区
20 号楼
20 号楼

电话

010-52255555

010-52255555

电子信箱

jfhou@sh-ihw.com

byzhang@sh-ih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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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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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11,360,221.33

793,221,081.30

-60.75%

21,193,832.31

92,974,319.72

-77.20%

4,768,931.93

85,845,147.33

-94.44%

-294,740,821.31

-194,928,572.81

-5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0472

-82.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0472

-8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3.16%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9,322,362,024.80

9,266,089,014.62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87,473,036.94

7,394,583,086.0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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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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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2%

508,192,988

0 质押

507,950,016

黄文佳

境内自然人

8.60%

218,451,932

163,838,949 质押

194,052,103

黄卿乐

境内自然人

4.54%

115,379,432

86,534,574 质押

89,239,429

安信基金－农业银行－华宝信托
－安心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计划

4.47%

113,595,933

113,595,933

浙江浙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东方邦信赤孝股权投资基金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企业（有限合伙)

4.45%

113,087,674

113,087,674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民生定增 1 号单一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信托

3.75%

95,298,194

95,298,19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25%

57,179,160

57,179,160

北信瑞丰基金－渤海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华润信托·增利 40 号 其他
单一资金信托

2.25%

57,179,160

57,179,16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4%

56,798,000

56,798,000

2.24%

56,797,967

56,797,967

股东名称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银行－云南
信托－云信富春 23 号（浙融）单 其他
一资金信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黄文佳先生持有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 27.36%的
股权，黄卿乐先生持有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 18.28%的股权。
黄文佳先生、黄卿乐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暂无考证。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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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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空冷系统、余热发电、光热发电及海水淡化业务展开经营活动，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和产能规模等方面逐步加强。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311,360,221.33

793,221,081.30

-60.75%

营业成本

222,964,839.70

594,105,993.73

-62.47%

销售费用

5,071,806.23

5,538,309.72

-8.42%

管理费用

75,787,113.55

71,290,805.13

6.31%

财务费用

-12,257,141.29

3,976,887.05

-408.21%

公司在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11亿元，同比下降60.75%，主要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光热业务未形成
收入。财务费用下降主要是公司报告期收到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增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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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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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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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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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