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3899

公司简称：晨光文具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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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晨光文具

股票代码
603899

董事会秘书
全强
021-57475621
上海市奉贤区金钱公路3469号
ir@mg-pen.com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证券事务代表
白凯
021-57475621
上海市奉贤区金钱公路3469号
ir@mg-pe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07,200,450.40
2,488,994,574.55
本报告期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3,426,893,324.78
2.34
2,429,920,145.54
2.43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月）
184,818,616.47
2,785,408,071.06
289,074,429.01
272,923,068.41

215,922,444.47
2,179,551,131.29
250,594,259.90
230,290,130.11

期增减(%)
-14.41
27.80
15.36
18.51

11.57
0.3142
0.3142

11.31
0.2724
0.2724

增加0.26个百分点
15.35
15.3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8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26

536,000,000

536,000,000

无

0

上海科迎投资管理事务所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5

40,000,000

40,000,000

无

0

上海杰葵投资管理事务所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5

40,000,000

40,000,000

无

0

陈湖雄

境内自然人

3.30

30,400,000

30,400,000

无

0

陈湖文

境内自然人

3.30

30,400,000

30,400,000

无

0

陈雪玲

境内自然人

2.09

19,200,000

19,200,000

无

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险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9,152,54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8,539,20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2

6,645,607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9

6,314,666

0

无

0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东晨光集团、科迎投资、杰葵投资、陈湖文、陈湖雄、陈
雪玲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陈湖文、陈湖雄、陈雪玲为一致行
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和最新行业发展趋势，公司董事会围绕公司发展战
略，稳步推进年度经营计划，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一方面聚焦和深耕传统渠道，保持传统核心
业务稳定增长，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和发展新渠道、新业务，持续进行市场拓展和品类衍生，多渠
道、全方位提升市场份额。公司各部门上下联动，合力同频，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内部管理不
断提升。在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公司保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经营业绩稳定增长，综
合实力持续提升。
具体推进如下：
1、聚焦和深耕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重点终端，推进渠道优化升级：
（1）加强单店质量提升并在全国复制推
广；
（2）连锁加盟升级，快速推广二代加盟店道具及形象使用；
（3）办公品类不断扩展，深度拓
展办公市场；
（4）持续推进高价值专区、儿童美术专区打造，配套道具形象不断升级，加快拓展
高价值市场、儿童美术市场。
（5）积极探索精品文创市场，面向全国精品文具店，打造精品文创
专区，开发了具有产品推广和快捷下单功能的专属 APP，提供专属商品解决方案，配备专业团队
进行开发和维护，扩大公司产品在精品文创市场占有率。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全国拥
有 30 家一级（省级）合作伙伴、近 1200 家二、三级合作伙伴，“晨光系”零售终端超过 7.3 万家。
2、积极发展晨光科力普
报告期内，晨光科力普实现营业收入 35,819 万元，同比增长 101.99%。报告期内取得以下发
展：
（1）重大投标项目和大型客户开发方面，再次入围上海市、天津市政府采购项目，成功中标
福建省、成都市、深圳市政府采购项目；再次中标中石化、上航公司集采项目，成功中标联通集
团、中化股份、招商银行、海南航空、万科物业、特斯拉、中国移动浙江公司等集采项目。
（2）
市场拓展方面，设立晨光科力普北京分公司、天津分公司、深圳分公司、连云港子公司，华南仓
库正式开始运营；
（3）进一步探索服务加盟业务，在全国十几个省份发展了服务合作伙伴，强化
科力普在这些区域属地化服务能力；
（4）行业整合并购方面，晨光科力普收购欧迪办公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100%股权，截至本报告发出日，已顺利交割并完成工商变更。本次收购将进一步提高晨
光科力普在办公直销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
3、继续探索直营大店模式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拥有 170 家直营大店（含晨光生活馆和九木杂物社）。公司一方面
继续提升精品文具店模式的晨光生活馆的经营质量、盈利水平，升级店铺形象，提升采购质量，
探索门店的标准化模式和商品组合，提升采购质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精品小百货店模式的九木

杂物社，优化商品结构，强化商品组合能力，加快上新速度，加强场景搭建，提升购物体验，打
造高品质精品门店。
4、加快发展晨光科技
报告期内，晨光科技业务稳步发展：（1）线上多平台稳定发展，分销渠道进一步延伸；（2）
积极开发线上产品，探索众筹/跨界合作的新销售模式，推出了《变形金刚》套装、
《大英博物馆》
套装、鹿晗套装、樱花季拉链本及集客套装等多款产品，丰富了“集客”品牌产品阵营。
5、加强设计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开发新品 1978 款，顺利完成 2017 年上半年重点品类开发计划。通过升级产
品结构，完善产品整体布局，高品质高性价比产品线不断扩充，产品品类更加丰富。公司完成速
干中性笔的开发并投入生产，开发多款新型高分子材料以增加产品的功能特点和提升生产效率，
全面提升了公司产品竞争力并带动存量业务市场持续增长，工艺水平和产品品质进一步提升。
6、加强内部管理
生产方面，公司持续推进 MPS 精益项目，进一步完善模具、注塑、印刷、装配过程的品质管
控体系，提升公司精细化生产水平。人力资源方面，HRBP (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模式日趋成熟，
以业务为导向，引进了一大批管理人才，保证了新业务的顺利开展；人力资源流程体系建设进一
步推进。IT 方面，公司信息化建设有序推进，IQC（来料检验分析系统）上线，实现了检验标准的
统一，提升了检验效率；ERP、MES 等系统进一步优化升级。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6 年 12 月 3 日财政部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16]22 号）
，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
会[2017]15 号）
，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议程序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
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 董事会第十六
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 次会议审议通
税从“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 过。
金及附加”项目，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
税费不予调整。

税金及附加

（3）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
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
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
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
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比较数据
不予调整。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
末余额 2,652,287.47 元，调增
应交税费本报告期末余额
2,652,287.47 元。

（4）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 2017 年 8 月 18

“其他收益”科目本报告期金

2016 年 1-4 月发生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般使用税、印
花税在“管理费用”项目列示
的金额为 1,894,050.63 元。

相关的政府补助，应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日，公司第四届 额增加 1,721,210.34 元，“营
关成本费用，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 董事会第四次
业外收入”科目本报告期金额
之上单独列报；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 会议审议通过。 减少 1,721,210.34 元。
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