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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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余卓平 因公务未能出席 张驰 

董事 张铭杰 因公务未能出席 董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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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立股份 600619 冰箱压缩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立B股 900910 冰箱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敏 杨海华 

电话 021-58547777、58547618 021-58547777、58547618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宁桥路888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宁桥路888号 

电子信箱 luomin@highly.cc yanghh@highly.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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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2,766,017.22 14,335,310,829.93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87,619,534.06 4,364,490,584.94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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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71,207.74 -65,699,744.03 不可比 

营业收入 6,824,846,183.72 6,983,295,592.26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488,881.38 168,176,883.73 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278,341.68 155,329,712.44 -1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3.96 减少0.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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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34（其中：B 股 23,97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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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国家 24.44 211,700,534 0 无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1 90,223,164 0 无   

杭州富生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4 70,485,572 0 无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其他 3.29 28,481,096 0 未知   

葛明 境内自然人 3.14 27,220,293 0 无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其他 2.76 23,908,460 0 未知   

蒋根青 境内自然人 0.83 7,148,902 0 未知   

香港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5 6,490,586 0 无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9 4,245,002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其他 0.46 3,979,61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

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通过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持有海立 B 股 27,407,225

股，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杭

州富生控股有限公司与葛明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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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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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国内空调市场受房地产市场

销售放缓和库存高位影响，空调终端市场需求不旺，空调行业产销量同比下降。根据产业在线统

计及海立调查综合分析数据，2019 年 1～6 月空调行业总体产量 0.85 亿台，同比下降 4%，销量

0.83 亿台，同比下降 3%。1～6 月空调压缩机行业总体产量 1.07 亿台，同比增长 1%，销量 1.09

亿台，同比基本持平。 

公司迎难而上，空调压缩机业务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快速响应市场需求，1～6月实现空调压

缩机销量 1,544 万台，同比增长 7%。电机业务不断提升技术应对市场，1～6 月实现销售 1,647

万台，同比增长 6%。铸件业务 1～6月销量 4.5万吨，同比下降 9%，机加工件 1～6月销售 4,666

万件，同比增长 1%。车用电动涡旋压缩机业务围绕“快速抢占市场、提高市场份额”经营策略，

加快新产品研发进度，提高产品竞争力，1～6月实现车用压缩机销售 8万台，同比增长 138%。 

报告期内，在空调行业销量同比下降、空调压缩机行业销量同比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公司主

业空调压缩机销量同比增长 7%，但受行业竞争压力等因素影响，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

公司采取了多方面的降本增效等管控措施，实现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经济运行情况整体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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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中“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 ”中“（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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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