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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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志电器 60372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温治中 王艳 

电话 021-52634688 021-526346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北工业区鸣嘉路168号 上海市闵北工业区鸣嘉路168号 

电子信箱 dm@moons.com.cn dm@moo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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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121,397.53 2,168,980,628.25 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3,840,577.12 1,689,672,539.75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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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42,972.77 46,205,155.87 -215.23 

营业收入 893,221,781.42 793,338,335.74 1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34,198.77 75,979,536.78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964,931.13 72,789,742.50 -12.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8.30 减少3.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46 0.2999 -21.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46 0.2999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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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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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63 235,560,000 235,560,000 无 0 

新永恒公司 境外法人 11.06 46,020,000 0 无 0 

上海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5 15,600,0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

港深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5 6,459,328 0 未知  

上海杲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0 6,240,000 0 无 0 

上海凯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3 4,680,000 4,680,000 无 0 

金寶德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4 3,900,0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5 3,541,170 0 未知  

许国大 
境内 

自然人 
0.70 2,900,010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

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3 2,617,51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鸣志投资的控股股东常建鸣先生和

凯康投资的控股股东常建云先生为兄弟关系。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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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坚持以全球各行业领先客户的技术需求为导向，主动挖掘客户的需求，积极快速响

应并提供专业的服务以实现客户的期望，以深厚的技术底蕴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帮助客户创造可持

续的价值，赢得客户的信任与尊重。报告期内，在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LED 智能照明控制与

驱动产品的主营业务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322.1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59%；实现营业利润 9,102.5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16%，实现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3.42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76%。由于上年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数量增加以及本年度上半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影响，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0.2346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7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减

（%） 

销量 

（万台/万套） 

销量 

比上年增减

（%） 

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 621,141,953.22 13.56 985.67 21.56 

LED 控制与驱动类 93,110,424.93 29.19 123.19 27.32 

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类 14,505,470.30 8.07 0.0111 -24.49 

电源电控产品 22,131,403.87 -19.68 29.11 -10.03 

贸易类产品 121,844,336.47 -0.93 1,911.80 13.88 

其他 20,488,192.63 98.52 - - 

合计 893,221,781.42 12.59 3,049.78 16.46 

2018 年上半年，公司核心业务按照年初的经营目标稳步、健康地推进。 

1. 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业务：是公司目标成为运动控制产品供应商核心基础，集中体现公司

技术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也是公司未来业务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公司集成式智能步进伺服

系统、伺服系统、无刷驱动系统、直流无刷驱动系统等可以较好适应工业自动化高层次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62,114.2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3.56%，上半年共实现销售数量 985.67 万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1.56%。2018 年上半年，相关

业务二季度增长较快，总体呈现稳步健康发展趋势。 

国内市场，工厂自动化和安防设备市场，较上年度同期获得了较大的成长。国际市场上，公

司在纺织机械、生物医疗仪器和安防设备市场，也获得了较快的成长。汽车应用领域，公司为 SCR

阀配套的控制电机已经开始批量交货，并在积极推进新产品，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公

司的伺服系统以及无刷电机在细分市场，如太阳能设备、AGV、无人超市等领域，正在积极布局

并取得了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密切关注运动控制产品行业发展及市场需求，适时进行产业拓展与产业布局，

通过收购运控电子、增资鸣志派博思，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在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业务领域的综



合业务能力和盈利能力，拓展了公司在生产自动化领域的产品制造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对于促进公司成为系统级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的提供商的战略目标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2. LED 控制与驱动产品业务：公司 LED 驱动与控制产品是利用功率电子技术、可靠性保障技术、

系统集成技术的跨界技术产品，是公司基础业务和技术的自然延伸，主要包括 LED 驱动器、智能

LED 控制系统、智能监控管理软件系统和传感器等产品及其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 LED 控制与驱动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311.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9.19%；上半年实现销售数量 123.19 万台，较上年同期增长 27.32%。2018 年上半年，相关业务

逐渐呈现规模化发展趋势。 

随着公司 LED 驱动与控制业务在国内、外市场的业务结构性布局的逐步完善，公司重点开发

的欧洲、日本和北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在报告期内取得了较快的成长，营业收入和销售数量均取得

了较大的提升；同时，公司针对专业化、特种化、应用前景广阔的领域，如景观工矿照明用的防

水性 LED 电源、防爆性 LED 电源、600 瓦以上大功率 LED 电源、以及多路总线技术的智能性 LED

驱动和户外照明控制系统等进行持续开发。 

3. 其他业务：包括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电源电控产品及继电器贸易代理业务，具体介绍如下： 

设备状态管理系统为公司早期开发的产品，为电力、冶金、石化、煤炭、汽车、烟草、市政

等资产密集型企业在其自动化生产过程中提供设备状态管理、维护保养、实时监控、设备故障诊

断的整体解决方案，系统采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计算机技术，结合设备状态监测和故障分析、诊

断技术，融合信息技术在状态管理领域应用的先进方法和手段，是软件、硬件、系统集成、技术

咨询服务相结合的综合产品。为公司“控制电机以及驱动系统”和“LED 控制与驱动产品”两大

核心业务所需要的软件、固件、工业总线通信、电子线路等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电源电控产品主要是为满足负载电力功率需求的设备开发的工业电源产品，包括金融打印设

备专用电源、电力保护设备专用电源等。是公司为客户定制或配套生产的产品，已形成可靠、稳

定的销售市场。 

贸易业务主要是指公司为国外知名品牌电子元器件类产品的代理，范围包括继电器与光电耦

合器、车载继电器、机器用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行程开关及微动开关等。公司的贸易业务应用

领域主要为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电表及负控终端、铁路电力电气牵引设备及 AFC 售检票系统、

太阳能光伏逆变器等。通过国际贸易，公司与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公司经营策略之一是持续推进现有的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电源电控产品及继电器贸易代理等

业务，为公司创造稳定的利润来源。上述业务与公司的核心业务之间存在着技术、客户、市场、

生产等多重有机联系，特别是，公司较多客户需要多样产品，公司努力成为客户多重产品供应商

的同时，加深了与客户之间紧密度。 

报告期内，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电源电控产品及继电器贸易代理业务维持稳定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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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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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