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9-050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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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北方 独立董事 出差 冯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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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陆重工 股票代码 0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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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郭一 陈敏 

办公地址 
张家港市东南大道 1 号（张家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张家港市东南大道 1 号（张家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电话 0512-58913056 0512-58913056 

电子信箱 stock@hailu-boiler.cn stock@hailu-boi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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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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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020,340.26 1,102,538,808.14 -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916,708.31 98,683,794.10 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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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8,639,362.25 93,047,942.74 6.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4,946,954.63 -69,225,555.01 -38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61 0.1265 3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61 0.1265 3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2.85%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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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3,440,133.44 7,580,523,033.17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90,452,209.17 3,750,441,194.56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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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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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生 境内自然人 11.42% 96,227,848 72,170,886   

吴卫文 境内自然人 6.33% 53,299,101 53,299,101 质押 53,299,101 

聚宝行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5% 44,210,526 44,210,526 冻结 44,210,526 

钱仁清 境内自然人 4.83% 40,662,265 0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四川信托-

增利 5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4.41% 37,140,495 0   

陆霜杰 境内自然人 3.83% 32,289,076 9,986,776 冻结 9,986,776 

徐冉 境内自然人 3.06% 25,756,302 19,317,226   

宁波朝炜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 16,528,925 0   

包仕东 境内自然人 1.48% 12,500,000 0   

包洁龙 境内自然人 1.19% 10,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徐冉现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元生之子、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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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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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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工业余热锅炉、大型及特种材质压力容器和核安全设备的装备制造销售；固废、废水等污染物处理及

回收利用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光伏电站运营及 EPC 业务。 

2019年上半年，公司按照既定的战略及经营计划，积极做好各项业务的生产经营管理。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104,602.0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13%；实现营业利润 17609.8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89%；实现利润总额 17335.9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91.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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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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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时间 

 公司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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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

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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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与杭州海陆重工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白红俊于 2017年 3月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于 2019年 3月到期，协

议到期后杭州海陆重工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2、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家港海陆新能源有限公司货币购买宁夏汉南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纳入合并报表。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元生 

 

2019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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