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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0                证券简称：瑞特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7 

常熟瑞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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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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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否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特股份 股票代码 3006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东 伍宏发 

办公地址 常熟市虞山镇高新技术产业园青岛路 2 号 常熟市虞山镇高新技术产业园青岛路 2 号 

电话 0512-52828917 0512-52828917 

电子信箱 zqb@cs-ruite.com zqb@cs-ruite.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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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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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元） 210,117,500.56 234,720,254.83 -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686,690.16 58,289,924.16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6,624,355.11  57,258,605.34 -3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277,847.68 -54,331,685.25 35.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69 0.5829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69 0.5829 -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0% 7.27%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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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670,102.22 1,061,827,807.34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4,652,603.71 886,965,913.55 6.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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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瑞良 境内自然人 40.78% 40,781,250 40,781,250   

苏州瑞特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5% 13,050,000 13,050,000 质押 5,954,000 

苏州开瑞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4,241,250 4,241,250   

常州市中科江南

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750,000 0   

苏州国发融富创

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 3,180,400 0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信

托成泉汇涌八期

金融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 2,826,9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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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发建富创

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5% 2,749,146 0   

王华 境内自然人 2.26% 2,262,500 0   

无锡国联浚源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2,249,2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二组合 
国有法人 2.09% 2,089,75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龚瑞良直接持有公司 40,781,250 股，占报告期内股份总数的 40.78%，通过苏州瑞特实

际控制公司 13.05%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53.83%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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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航运市场小幅上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强，全球船舶市场延续去年回升势头。我国新承接船舶订

单同比大幅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下降，手持船舶订单止跌回升。“融资难”“交船难”“盈利难”的问题仍然存在，船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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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平稳健康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面对船舶行业的持续低迷的形势，公司管理层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不断地推进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稳固军品市场的优势，加大民品市场的开

拓力度，努力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半年度经营计划，取得良好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011.75万元，同比下降10.48%；营业利润6676.84万元，同比下降1.95%；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利润总额4,208.59万元；同比下降37.84%。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07,267.01万元，同比上升1.0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4,465.26万元，同比上升6.5%。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概述如下：   

1、产品研发 

公司所提供的船用电气设备为非标准设备，需要根据客户不同船型和各自不同的使用要求予以定制，因此产品设计开发

能力和为客户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能力尤为重要。与目前行业中被动接受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简单设备制造类型的企业相

比，公司在前端客户需求分析与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为保持这种核心竞争力，公司需持续保持强大

的技术创新活力和产品设计开发能力，上半年公司新增两项国防专利，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拥有软件著作权39项；专利44

项，包括12项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外观设计专利和8项国防专利。 

2、市场开拓 

2018年上半年，为了能顺利完成经营目标，公司围绕董事会提出的经营目标对市场作了充分调研，密切关注国际、国内

市场动向，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走在市场的前端，及时调整营销策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3、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在信息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基于业务发展需求和对信息化的需求，根据企业战略目标和外部环境，

进一步优化流程。通过引入西门子Teamcenter系统，进过一、二期项目的实施，逐步建成以项目为中心、项目管理为主线，

集成了ERP系统、项目管理系统和PLM系统和报价系统的数字化平台管理系统。实现了从销售管理-计划排产-采购供应-技术

设计-工艺开发-车间制造-工序跟踪-质量控制-工时录入-仓储管理-销售发货-售后管理-财务管控，生产经营全过程，实现了数

字化管理、数字化设计、数字化生产一体化的生产管理模式。该平台已涵盖项目管理，产品设计，实现产品文档管理、流程

管理、BOM和零组件管理、权限管理、编码管理、NX和AutoCAD设计软件集成、Eplan和CAD电气电子软件集成、ERP集

成、数字化工艺、数字化制造等功能。 

数字化设计管理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平台已涵盖项目管理、产品设计、工艺和制造，实现了产品文档管理、流程管理、

BOM和零组件管理、权限管理、编码管理、NX和AutoCAD设计软件集成、Eplan和AD电气电子软件集成、ERP集成、数字

化工艺、数字化制造等功能。做到了产品数据的有效、集中、统一管理;做到了各种技术资料、报告、记录材料的有效管理;

做到了所有零组件相关数据的管理;做到了产品数据的历史版本记录和可追溯性管理;做到了各项目的任务计划管理;做到了

产品BOM表的自动提取及ERP自动传递;做到了流程审批及电子签名,实现了产品设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数字化设计管理平台的构建，以多项目管理方式，对设计进行统一的流程管理，并从机制上保证设计的协同。后续，该

平台通过增加工艺的数据管理，实现设计数据和工艺的共享管理，真正意义上实现产品数字化管理，同时为后续数字化工厂

的建设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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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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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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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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