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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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0,224,477.95 2,464,819,391.96 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7,414,658.01 1,846,722,422.66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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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97,549.26 -53,242,972.77   

营业收入 976,055,063.08 893,221,781.42 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494,883.38 78,834,198.77 -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228,841.33 63,964,931.13 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 4.56 减少0.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15 0.2346 -22.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15 0.2346 -22.6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度分配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2018年5月23日分配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了96,000,000股，分派后的总股本为416,000,000股。主要受上年度转增扩股的影响

，本报告期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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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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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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 43,70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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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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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国大 
境内自然

人 
1.19 4,937,000 0 质押 2,51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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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87 3,630,718 0 未知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施罗德中国进取股票基金 
境外法人 0.41 1,687,677 0 未知   

观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观富平衡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 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0 1,65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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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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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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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应对外部形势的复杂变化，扎实推进年初制定的各项业务规划，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97,605.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9.27%；实现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49.4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4.24%；实现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22.88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了 5.10%。受 2017 年度公司分配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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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15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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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256,889.26 16.76 1,134.49 15.10 

LED 控制与驱动类 78,391,873.41 -15.81 66.67 -45.88 

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类 15,799,064.70 8.92 0.0118 6.31 

电源电控产品 19,737,370.17 -10.82 26.42 -9.23 

贸易类产品 125,578,031.69 3.06 1,875.95 -1.88 

其他 11,291,833.85 -44.89   

合计 976,055,063.08 9.27 3,103.55 1.7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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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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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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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25.6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6.76%，上半年共实现销售数量 1,134.49 万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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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较上年度同期继续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光伏生产设

备、商用机器人、医疗设备等行业增长速度较快；国际市场上，公司在金融银行设备、生物医疗

仪器应用上保持稳定增长，韩国市场业务较上年同期增长明显；纺织机械和 3C 相关设备应用受

市场环境影响，业务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伺服系统以及无刷电机业务增长明显，尤其是

AGV、智能泵/阀、移动装备等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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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收购瑞士 T Mo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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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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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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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理软件系统和传感器等产品及其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重点调整 LED 控制与驱动类业务的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2019 年上半

年，公司相关业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39.1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5.81%；上半年实现销售

数量 66.67 万台，较上年同期下降 45.88%。这是公司坚定实施对智能 LED 驱动以及智能 LED 控

制系统业务聚焦的策略的表现。该类业务的单件平均价格大幅提高，毛利率获得可观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 LED 驱动与控制业务重点开发的欧洲、日本和北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市场业务

保持稳定、健康的增长趋势，公司智能 LED 驱动器和智能 LED 控制系统业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业

务布局不断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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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工业领域的防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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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照明控制系统、运动控制与 LED 智能驱动器一体化灯光调光

系统等继续增加开发投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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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可靠、稳定

的客户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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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备状态管理系统业务按照年初规划稳步推进，海外市场业务推广初见成效；

电源电控产品业务和继电器贸易代理业务在合理区间内小幅波动，继续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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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5.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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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