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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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电电机 603988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锴 张少静 

电话 0510-85628128 0510-85628128 

办公地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777号 无锡市高浪东路777号 

电子信箱 liuk@sec-motor.com liuk@sec-motor.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70,355,044.49 959,745,390.07 -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7,947,100.56 671,916,496.59 -8.0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96,154.11 9,221,515.80 -23.05 

营业收入 239,444,905.96 201,421,607.57 1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82,603.97 26,475,716.59 3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68,757.05 23,143,185.77 39.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3.92 增加1.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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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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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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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王建裕 境内自然人 22.50 52,920,000 0 质押 19,827,360 

宁波君拓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21.47 50,498,000 0 无  

王建凯 境内自然人 20.25 47,628,000 0 质押 11,994,640 

珠海方圆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5.00 11,760,000 0 无 

  

饶张义 境内自然人 0.48 1,133,216 0 无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信中证 500 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6 1,090,058 0 无 

  

周跃 境内自然人 0.39 924,000 0 无   

郭昭煜 境内自然人 0.37 869,308 0 无   

林延秋 境内自然人 0.33 775,320 0 无   

翁泽逵 境内自然人 0.30 704,987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建裕、王建凯兄弟二人为一致行动人，

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不知晓上述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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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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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君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19 年 1 月 10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

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中

电电机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

过户登记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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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在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上半年国民经

济实现了 6.3%的增长速度。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宏观经济

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继续优化调整。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管理层按照年初董事会制定的

经营计划，在稳定中寻求突破，不断创新营销管理，积极应对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和行业发展新

局面。通过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开发、持续提升产品品质、持续改进产品技术工艺不断优化资产结

构、持续规范公司治理，完善管理体系，细化控制流程，稳定各项业务发展，平衡协调发展与经

营质量之间的关系，努力完成全年经营目标。 

1 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开发 

坚持以市场为中心的理念，加快保市场、扩市场、拼市场，在全面分析宏观经济走势、行业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巩固传统市场，拓展新兴领域。在市场需求相对减少，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

下，公司稳抓成熟产品行业市场，深入拓展牵引电机、风电能源、水利等新领域，积极开拓国际

市场，发展海外业务，努力实现国内外业务的区域统筹。 

2 持续提升产品品质 

针对行业新形式，公司主动适时调整战略，突出主业，以品质、经营、效率、生产为主线，

持续推进 ISO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考评改善机制，深抓工艺改进、质量控制、建设售后标准化服

务，促使产品品质的稳步提升。 

3 持续改进产品技术工艺 

公司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工艺改造，对新技术、新工艺进行试验、推广，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降低产品综合成本；对必要基础设施进行技术改造，为提高加工精度、生产效率、保持产品的质

量稳定性提供了保证。 

4 持续规范公司治理，完善管理体系 

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内控管理体系，规范了经营与管理行为。报告期内，公司根据 2019 年度经营管理

计划要求，全面升级计划调度体系，降低生产运营时间成本，管控能力和公司治理质量持续提升。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944.4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88%，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8.2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8.17%，完成年度计划指标的 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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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

4 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

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经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按照新准则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净利

润无影响。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作相

应调整。经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自 2019 年半度报告起开始执行。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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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