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058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2018-024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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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光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杨坤 

方少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杨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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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泰 股票代码 00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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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骏 张峰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虹中路 263 号 上海市闵行区虹中路 263 号 

电话 64656465 64656465 

电子信箱 dm@welltech.com.cn dm@wellte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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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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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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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22,824.43 38,467,417.23 1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86,691.93 -4,610,414.47 4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24,868.73 -5,380,937.29 3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48,116.27 -9,802,740.88 -20.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32 4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32 4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 -2.4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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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53,064.96 222,982,735.65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3,460,498.89 187,581,674.1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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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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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1% 35,020,706    

安庆市金安汇汽车配

件制造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24% 11,818,101    

韶关金启利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0% 6,745,719  质押 6,735,000 

深圳昭时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4,390,300    

刘涅贞 境内自然人 2.97% 4,264,550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3,181,871    

杨伦江 境内自然人 2.21% 3,170,21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9% 3,147,500    

李怡新 境内自然人 2.02% 2,899,636  质押 2,899,636 

华紫嫣 境内自然人 1.95% 2,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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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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18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在供给侧改革、市场自发调整等多种力量共同

作用下，产能过剩问题得到一定遏制，之前激化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得到明显缓解，经济

发展形势较为稳定。在大环境向好的积极影响下，作为公司主要下游客户的石油石化、电力、

冶金等传统工业行业上半年也出现了需求量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依然为自动化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上半年传统行业

客户的需求回暖，对公司销售业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公司依然积极地尝试业务领域的

扩展和转型，报告期内，在包括水利工程、城镇供水管网、污水监测及供热供暖等环保、民

生相关行业取得了一定的业绩。 

随着相关产品的技术不断成熟，公司服务水平的持续提高，公司将争取尽快在新行业打

开市场空间，改变单纯依赖传统工业行业客户的情况，从而进一步改善公司业绩。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82.28万元，同比上升16.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8.67

万元，同比上升41.73%；基本每股收益-0.019元，同比上升40.63%。 

 

2、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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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4,822,824.43 38,467,417.23 16.52%  

营业成本 28,888,917.14 24,353,088.04 18.63%  

销售费用 6,944,894.58 6,816,524.58 1.88%  

管理费用 11,935,663.26 12,536,579.34 -4.79%  

财务费用 -136,385.32 -139,316.95 2.10%  

所得税费用 763,043.03 665,568.01 14.65%  

研发投入 1,906,930.01 2,961,555.27 -35.61% 

本期大功率电动执

行机构和水质分析

控制器项目研发接

近尾声阶段，立体化

水质监控系统及电

磁水表 3.0 版项目本

期刚启动，故研发费

用投入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848,116.27 -9,802,740.88 -20.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76,634.34 5,055,907.10 -52.99% 

本期预付松江厂房

改建工程款 293.80

万元，致投资活动净

支出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34,483.32 -2,868,966.64 50.00% 

根据公司 2017 年利

润分配决议，本期按

每 10 股支付现金股

利 0.10 元，上年同期

为每 10 股支付现金

股利 0.20 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0,906,391.27 -7,614,518.95 -43.23% 

本期现金及等价物

净支出同比增加，主

要为预付松江厂房

改建工程款所致 

 

3、非主营业务分析 

单位：元 

 金额 占利润总额比例 形成原因说明 
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投资收益 892,780.82 -33.23%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否 

资产减值 143,036.15 -5.32% 

按照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考虑应收

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预计可收回金额所

计提的坏账准备。 

否 

营业外收入 176,272.42 -6.56% 主要为公司取得的各级政府补助。 否 

其他收益 543,026.70 -20.21% 
为三级子公司威尔泰软件公司本期收

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 
是 

 

4、对2018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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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9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8 年 1-9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0 至 200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8.5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今年以来，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有所改善，传统

行业客户需求出现回暖，同时以电磁水表为主的

新产品市场接受度提升，因下半年通常为公司销

售旺季，故预计第三季度经营情况较上半年有所

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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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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