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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9                  证券简称：新研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0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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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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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研股份 股票代码 3001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建林   马智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 661 号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661号 

电话 0991-3742037 0991-3736150 

电子信箱 xygfzjl@163.com mazhi0991@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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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770,737,316.81 487,519,616.48 5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495,156.08 91,436,979.90 10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79,753,773.45 73,750,104.87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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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4,109,191.76 -159,669,513.47 59.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6 1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6 1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1% 1.56%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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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3,928,574.50 8,963,156,227.50 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93,210,522.34 6,206,380,306.87 3.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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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卫华 境内自然人 15.00% 223,600,955 173,250,716 质押 199,450,000 

韩华 境内自然人 8.32% 124,026,360 93,019,770 质押 121,126,360 

杨立军 境内自然人 5.40% 80,438,103 64,264,862 质押 79,560,00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3.31% 49,329,280 0 质押 10,000,000 

嘉兴华控永拓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1% 40,316,254 40,316,254   

高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 40,272,121 0   

华澳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华

澳·臻智 28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47% 36,801,774 0   

卢臻 境内自然人 2.38% 35,528,542 26,646,406   

什邡星昇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5% 35,006,063 35,006,063 质押 27,0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

红 

其他 1.72% 25,614,4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卫华、王建军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韩华、杨立军为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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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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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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新疆机械研

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新研 01 114203 2017 年 08 月 08 日 2020 年 08 月 08 日 40,000 8.0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69.53% 185.91% -16.38% 

资产负债率 32.94% 29.38% 3.56% 

速动比率 135.90% 152.67% -16.7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84 6.98 -2.01%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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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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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各业务板块所处行业的综合发展态势，合理调整各板块的发展规模。航空航天业

务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军事战略方针，积极开拓军民产业发展领域，加强对外投

资力度，扩大生产规模，逐步由单件生产向小组件、大部件过度，与各主机厂开展深度合作，为将来实现

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农机业务经受行业调整的关键时期，公司对农机产业实行收缩发展战略，

主要加强新产品研发力度，对未来农机市场规模和产品需求做合理评估，继续巩固产品质量水平，以切实

保证提高产品质量为首要前期，提高产品综合作业性能，以自身过硬实力来挽回在行业调整中所失去的损

失。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7,073.73万元，同比增长58.09%，实现营业利润21,544.25万元，同

比增长106.7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8,849.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15%。具体经营情

况如下： 

1、航空航天业务       

公司上半年继续深度开展与中航工业和中航发合作，逐步扩大军品市场，项目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

容，合作内容从单件生产向大部段交付拓展，市场份额逐步加大；与航天一院、三院、七院等院所开展合

作，积极参与新项目研发和批产承接工作；参与商飞C929、商发CJ-2000前期研制工作，抢占国产大飞机

市场；顺利通过国际知名飞机供应商审核，积极与波音、空客、庞巴迪等民机制造商洽谈，开展国际业务

合作。 

2、船舶业务 

公司积极开展与中船重工业务合作，与中船重工旗下703所、719所、725所开展深度合作，其中与703

所合作的首台2.5GW燃机已实现合格交付，即将开始小批量产，与719所合作的桨叶已合格交付江南造船

厂，与725所开展的全海深载人探测器正在研发试制。 

3、轨道交通业务 

公司积极拓展轨道交通市场，现已被四川省列入轨道交通板块重点配套企业供应商名录，列入青岛四

方股份合格供应商，积极与常客、株洲机车、唐山机车等企业开展业务洽谈，已参与了成都地铁7号、10

号、6号线车体的生产。 

在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公司特别注重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2018年上半年公司技术中心投入科研经

费3,300余万元，围绕碳纤维复合材料成套制备技术、工业智能技术、绿色制造技术、特种加工技术、无损

检测技术等尖端制造技术领域展开研究着力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新型、绿色、智能工厂，以满足公司

未来发展需求，实现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4、农机业务 

今年，农机市场上期待的反转并没有来临。在农机产业“黄金十年”结束后，农机行业增速放缓，尤其

是传统行业支撑领域拖拉机和收割机行业下滑明显。在市场饱和、补贴政策拉动作用减弱以及传统经营手

段效用渐微等情况下，寻找行业新爆点变得至关重要。从对农机市场增长影响最大的主流产品分析，缺少

支撑市场规模扩大的需求，自2004年国家实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开始，农机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从存量

的角度，经过十几年的增长，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主流产品装备量庞大，已能够满足生产需要，今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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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以产品更新、技术升级为主的市场。主流农机产品市场趋于饱和，保有量继续扩张的可能性有限。转

型与创新是今后农机企业的生存路径。 

报告期内，公司农机业务研发投入742.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56%，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持有

效专利共54项（其中发明专利15项，实用新型专利34项、外观设计专利5项）；其余还有6项发明专利、15

项实用新型处于受理阶段。研发方面，技术中心在2017年新产品研究开发的基础上按计划完成了图纸优化

工作，完成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及部分样机的第二轮试制试验工作，且效果较好，完成了下述9个产品的定

型工作：4QZ-3000B自走式青（黄）贮饲料收获机、4QZ-2200A自走式青（黄）贮饲料收获机（矮盘）、

4QZ-3000A（S17)自走式青(黄)贮饲料收获机、4JZ-3600自走式辣椒收获机、4KZ-300自走式秸秆打捆机、

4YZB-5/8自走式(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4YZB-3A自走式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4YZB-4B自走式穗茎兼收

玉米收获机、4YZT-5自走式玉米籽粒收获机。目前，上述定型产品部分已批量生产，下半年技术中心会跟

踪该产品下地作业情况，并对相应竞争产品进行了解对比，分析问题，并于2018年11月底提出优化方案，

初步完成上述产品的定型工作外，技术中心还对库存4YZBT-5/8型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1LFT550调幅

翻转梨等产品进行了优化整改工作。同时公司牵头组织申报的2018年度自治区重点研发任务专项——“南

疆适用农机关键装备研发与技术集成示范”项目通过三轮专家评审，最终获得立项。该项目为自治区2018

年度重点研发任务专项中唯一一项涉及农机装备的科研计划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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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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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