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8

恆 天 凱 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碼：900953              　　　　　　　　　　　　　　　　　　　　　　　　   　　　　　　公司簡稱：凱馬B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報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半年度報告全文，投資者欲瞭解詳細內容，應當仔細閱讀同時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

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網站上的半年度報告全文。
1.2 公司簡介

公司股票簡況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變更前股票簡稱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凱馬B股 900953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史建萍 周麗
電話 021-52046658 021-62036446
傳真 021-62030851 021-62030851
電子信箱 anny@kama.com.cn zhouli@kama.com.cn

二　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情況
2.1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4,122,839,950.31 4,046,908,505.60 1.8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839,098,424.31 830,195,733.31 1.07

本報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65,120,403.51 43,298,624.02 281.35
營業收入 2,649,007,232.80 2,803,673,308.36 -5.5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9,495,928.26 7,062,654.27 34.4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1,040,390.71 5,432,867.63 -303.21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14 0.72 增加0.4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8 0.0110 34.55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148 0.0110 34.55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 股

截止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30,958
截止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0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持股數量 持有有限售條件的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的股
份數量

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29.83 190,926,520 190,926,520 無
濰柴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2.13 77,649,853 77,649,853 無
南昌工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0 64,000,000 64,000,000 無
山東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5.76 36,861,602 36,861,602 無
壽光市資產經營公司 國有法人 3.39 21,705,332 21,705,332 無
天津港保稅區潤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0.55 3,519,152 3,519,152 無
中國紡織科學技術開發總公司 國有法人 0.44 2,784,066 2,784,066 無
上海內燃機研究所 國有法人 0.36 2,281,195 2,281,195 無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32 2,041,000 0 無

嚴根才 境內自然人 0.29 1,842,010 0 無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無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情況表
 □適用  √  不適用 
2.4 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變更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三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報告期內，由於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主導產品排放標準加速升級等因素影響，公司所處行業整體仍處於低迷狀

態，市場競爭加劇。面對巨大外部市場壓力，公司上下認真貫徹年度工作會議精神，緊緊圍繞打贏主導產品排放標
準升級攻堅戰的工作主線，落實各項工作部署，採取有效措施確保企業穩定發展。一是圍繞價值創造，提升總部能
力。深化預算管理，加強過程監控。推行目標管理，完善業績考核。加強資金管理，嚴控債務風險。二是主動應對
變化，穩定市場份額。加大海外市場拓展力度，推進配套合作，開拓客戶資源。轉變銷售模式，整合銷售隊伍。三
是順應市場需求，加速產品升級。加速實施產品開發，強化質量管理。四是狠抓控虧增效，穩定企業經營。千方百
計落實控虧計劃，深化兩項資金治理，確保「兩壓一增」取得成效，進一步夯實管理基礎。

報告期內，公司實現載貨汽車銷量3.17萬輛，同比減少18.88%；發動機產品銷量21.78萬台，同比減少9.2%，
其中小型汽、柴油機及機組產品銷量8.48萬台，同比增加1.11%；礦山機械銷量 35台，同比減少53.33%；進出口
貿易上半年實現營業收入6.87億元，同比增長1.48%。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6.49億元，比上年同期減少
5.52%；實現利潤總額3389.58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1.57%；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949.59萬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34.45%。 

（一）主營業務分析
1. 財務報表相關科目變動分析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科目 本期數 上年同期數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2,649,007,232.80 2,803,673,308.36 -5.52
營業成本 2,435,873,007.00 2,581,177,761.65 -5.63
銷售費用 77,085,094.16 74,245,948.67 3.82
管理費用 111,044,533.15 107,549,975.82 3.25
財務費用 8,660,779.57 13,579,120.84 -36.2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65,120,403.51 43,298,624.02 281.35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094,653.44 -15,340,572.46 不適用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69,454,462.09 -134,603,484.04 不適用
研發支出 17,797,722.63 13,888,811.29 28.14

營業收入變動原因說明: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和主導產品排放標準加速升級等因素影響，公司主導產品銷量下
滑，營業收入下降。

營業成本變動原因說明:營業收入下降，營業成本相應減少。
銷售費用變動原因說明:同比增加，主要是貿易業務運輸費和新產品促銷費上升。
管理費用變動原因說明:同比增加，主要是土地使用稅計稅標準提高，稅金增加，同時機床業務板塊閒置固定資

產增加，相應折舊費計入管理費用。
財務費用變動原因說明:同比減少，主要是銷售政策調整，現金折扣收入增加及受匯率影響，匯兌收益增加。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同比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執行新的商務政策，現金回款大幅增加。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同比增加，主要是子公司南昌凱馬閒置土地處置、總部轉讓泰安五

嶽股權致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增加。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同比減少，主要系本期支付的信用證、保函保證金增加。
研發支出變動原因說明:主要是載貨汽車、內燃機產品開發和技術、質量提檔升級的投入增加。
2. 其他
(1) 公司利潤構成或利潤來源發生重大變動的詳細說明
受宏觀經濟減速、商用汽車行業整體下行、排放標準加速升級、農機市場需求低迷等因素疊加影響，公司主導

產品銷量下滑，營業收入下降，由於國IV產品毛利率提高，出口收入增加，同時南昌凱馬閒置土地收儲和泰安五嶽
股權轉讓，非經營性收益增加，利潤總額同比增長31.57%。

(2) 公司前期各類融資、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實施進度分析說明
無
(3) 經營計劃進展說明
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6.49億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52%；實現利潤總額3389.58萬元，比上年同期增

長31.57%；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949.59 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45%，基本實現公司階段性經營目標。
（二）行業、產品或地區經營情況分析
1. 主營業務分行業、分產品情況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主營業務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上
年增減（%）

營業成本比上
年增減（%） 毛利率比上年增減（%）

製造 1,938,778,534.85 1,744,304,527.00 10.03 -6.77 -6.98 增加0.20 個百分點
貿易 689,579,565.37 679,531,237.82 1.46 1.90 1.66 增加0.23 個百分點
合計 2,599,569,053.40 2,395,114,102.61 7.86 -5.62 -5.77 增加0.14 個百分點

主營業務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上
年增減（%）

營業成本比上
年增減（%） 毛利率比上年增減（%）

載貨汽車 1,186,314,459.28 1,073,033,745.68 9.55 -5.80 -7.37 增加1.53 個百分點
內燃機 704,493,384.19 624,043,176.32 11.42 -6.36 -5.04 減少1.23 個百分點
工程機械 47,970,691.38 47,227,605.00 1.55 -29.32 -20.72 減少10.68 個百分點
貿易 689,579,565.37 679,531,237.82 1.46 1.90 1.66 增加0.23 個百分點
總計 2,599,569,053.40 2,395,114,102.61 7.86 -5.62 -5.77 增加0.14 個百分點

2. 主營業務分地區情況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地區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比上年增減（%）
山東 1,736,957,864.43 -5.82
江蘇 153,849,979.04 -8.07
上海 689,579,565.37 1.90
江西 44,949,947.06 -25.27
黑龍江 3,020,744.32 -60.89
合計 2,599,569,053.40 -5.62

主營業務分地區情況的說明：黑龍江地區收入下降主要是國內車用、農用鋼圈市場需求下降，訂單不足，同時
受盧布貶值影響，俄羅斯市場銷售下滑。

（三）投資狀況分析
1.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1) 募集資金總體使用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2) 募集資金承諾項目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3) 募集資金變更項目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主要子公司、參股公司分析
(1)本報告期納入合併範圍的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況：

被投資企業名稱 所屬行業 註冊資本
（萬元）

總資產
（萬元）

淨資產
（萬元）

淨利潤
（萬元）

年末股權比例
（%）

山東凱馬汽車製造有限公司 載貨汽車 38143 224812 82233 4157 75.01
山東華源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 內燃機 19300 77353 17641 190 66.68
無錫華源凱馬發動機有限公司 發動機 3500 40938 9589 98 50.00
南昌凱馬有限公司 工程機械 30000 41710 8736 -741 89.91
上海凱寧進出口有限公司 進出口貿易 1342 18773 2146 199 74.52
黑龍江富錦凱馬車輪製造有限公司 鋼圈 3880 6172 2469 -144 83.51
上海凱躍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進出口貿易 2000 2100 2015 0 100.00

� 凱馬汽車主要從事載貨汽車及配件的生產和銷售。受國家新排放政策實施影響，主導產品經濟型貨車市場
持續低迷，銷量下滑，由於國IV產品毛利率提高，出口收入增加及加強成本費用控制，盈利水平有所上升。2015年
1-6月實現營業收入122653萬元，同比下降5.21%；營業利潤4947萬元，同比增長64.32%；淨利潤4157萬元，同比
增長32.93%。

� 華源萊動主要從事內燃機及配件的生產和銷售。受車機排放標準升級及農機市場需求不旺等因素影響，2015
年1-6月實現營業收入55626萬元，同比下降6.36%；營業利潤136萬元，同比下降91.49%；淨利潤190萬元，同比
減少84.06%。

�凱寧公司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業務。雖然國際貿易形勢依然嚴峻，通過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合理調整業務結
構，2015年1-6月份實現營業收入68724萬元，同比增長1.48%；受貿易業務規模和結構變化影響，期間費用（主要
是運輸費和利息支出）同比增加，營業利潤265萬元，同比減少15.77%；淨利潤199萬元，同比下降14.83%。

� 南昌凱馬主要從事礦山機械、機床的生產和銷售。受鋼鐵、煤炭市場持續低迷影響，為其配套的工程機械收
入下滑導致企業虧損，2015年1-6月實現營業收入4651萬元，同比下降26.29%；營業利潤-2547萬元；因閒置土地
收儲，營業外收益增加，實現淨利潤-741萬元。

 (2) 本報告期參股公司基本情況：

被投資企業名稱 所屬行業 註冊資本（萬元）
總資產 淨資產 淨利潤 

（萬元） 年末股權比例(%)
（萬元） （萬元）

上海交大頂峰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實業投資、管理 3200 3988 -702 -12 18.44

3. 非募集資金項目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名稱 項目金額 項目進度 本報告期投入金額 累計實際投入金額 項目收益情況
貴州凱馬車輛有限公司建設項目工程 14,700 在建 48.68 1,274.26 　
合計 14,700 / 48.68 1,274.26 /

四  涉及財務報告的相關事項
4.1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原因及其影響。
不適用
4.2 報告期內發生重大會計差錯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更正金額、原因及其影響。
不適用
4.3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對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作出具體說明。
不適用
4.4 半年度財務報告已經審計，並被出具非標準審計報告的，董事會、監事會應當對涉及事項作出說明。
不適用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李顏章
2015年8月28日

股票代碼：900953　　　　　　　　　　　　　股票簡稱：凱馬B　　　　　　　　　　　　　編號：臨2015-022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
董事會第十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於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以專人送達、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發出了召開第六屆董事會
第十次會議的通知，於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以現場結合通訊方式在江西省南昌市召開會議。會議應出席董
事9名，9名董事出席了會議，其中李曉紅董事、邢國龍董事、吳洪偉董事以通訊方式參加此次會議。公司監事及高
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

會議通過記名投票表決方式作出如下決議：
一、以9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2015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的議案》；
二、以9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增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對關聯交易事前認可並

發表了同意該議案的獨立意見。具體內容詳見本公司臨2015-023號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碼：900953　　　　　　　　　　　　　股票簡稱：凱馬B　　　　　　　　　　　　　編號：臨2015-023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日常關聯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本次公告的新增日常關聯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不存在損害交易各方利益的情況，不會損害公司及中

小股東的利益。關聯方與公司存在長期持續性關聯關係，具備持續經營和履約能力。
● 本次公告的關聯交易不構成重大重組。 
一、日常關聯交易基本情況
（一）日常關聯交易履行的審議程序
公司將本次新增日常關聯交易事項提交獨立董事進行事前認可，獨立董事同意將新增日常關聯交易議案提交公

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2015年8月26日，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該議案，獨立董事鄭
韶先生、孟令秋女士、任永平先生發表獨立意見認為：該關聯交易事項，能充分利用關聯方擁有的海外市場資源優
勢為公司營銷服務，實現優勢互補和資源合理配置，獲取更好效益。關聯交易依據市場價格公允交易，不會對公司
未來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不會對其它股東利益造成損害，對本公司的獨立性不構成影響，不會因
此類交易而對關聯方產生依賴。關聯交易事項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等有關
法律、法規及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關規定，決策程序合法。

（二）本次新增日常關聯交易金額
為進一步開拓市場，提高市場份額，公司控股子公司山東華源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向山東萊動進出口有限公司

銷售發動機，預計到2015年12月31日銷售金額為2500萬元。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的規定，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本次關聯交易不構成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二、關聯方介紹和關聯關係
（一）關聯關係介紹
山東萊動進出口有限公司為公司參股股東山東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二）關聯方基本情況
單位名稱：山東萊動進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尉佳
註冊地址：山東省萊陽市五龍北路40號
註冊資本：人民幣500萬元
註冊號：370682018002457
主營業務：自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經營進料加工和「三來一補」業務；經營對銷貿易和轉

口貿易；機電產品的開發和製造；本公司進出口商品的國內銷售。
財務狀況：截至2014年12月31日，山東萊動進出口有限公司資產總額為1267萬元，淨資產為594萬元，2014年

實現營業收入1640萬元，淨利潤-9萬元。
三、關聯交易主要內容和定價政策
（一）交易標的
山東華源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向山東萊動進出口有限公司銷售發動機，預計到2015年12月31日銷售金額為

2500萬元。
（二）定價政策及定價依據
公司與關聯方的交易價格以市場公允價格為基礎，按照實際成本加合理利潤原則由雙方協商定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一）交易目的
山東華源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向山東萊動進出口有限公司銷售柴油機，是為了擴大產品銷售渠道，提高市場份

額，增加收入。
（二）交易對公司的影響
上述關聯交易能充分利用關聯方擁有的海外市場資源優勢為公司營銷服務，實現優勢互補和資源合理配置，獲

取更好效益。關聯交易依據市場價格公允交易，不會對公司未來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不會對其它
股東利益造成損害，對本公司的獨立性不構成影響，不會因此類交易而對關聯方產生依賴。

五、備查文件
（一）第六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決議
（二）獨立董事事前認可意見
（三）獨立董事意見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碼：900953　　　　　　　　　　　　　股票簡稱：凱馬B　　　　　　　　　　　　　編號：臨2015-024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
監事會第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第七次會議於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江西省南昌市召開。會議應
出席監事5名，5名監事全部親自出席了本次會議，公司總會計師和董事會秘書列席了會議。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傅偉
民先生主持。會議決議如下：

一、以5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2015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的議案》。
監事會對董事會編製的2015年半年度報告進行了審核，提出如下審核意見：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報告的編制和審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規、《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公司內部

管理制度的各項規定；
（二）2015年半年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所包含的信息從各方面

真實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半年度的經營管理和財務狀況等事項；
（三）在監事會提出本意見前，未發現參與2015年半年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二、以4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增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關聯監事尉佳先生迴避表決。
監事會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對關聯交易事項進行了監督審核，監事會認為，關聯交易事項定

價公允，沒有內幕交易，不存在損害公司利益及股東利益的行為。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公司A股代碼：600610                        　　　　　　　　　　　　　　　　　　　　　　　　　　　　　　　　　　　　　　　　　　　　　　　    公司A股簡稱：中毅達
公司B股代碼：900906                         　　　　　　　　　　　　　　　　　　　　　　　　　　　　　　　　　　　　　　　　　　　　　　　   公司B股簡稱：中毅達B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報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半年度報告全文，投資者欲瞭解詳細內容，應當仔細閱讀同時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網站上的半年度報告全文。
1.2 公司簡介

公司股票簡況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變更前股票簡稱

A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中毅達 600610 *ST中毅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中毅達B 900906 *ST中毅B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林旭楠 趙工
電話 021-33568806 021-33568806
傳真 021-33568802 021-33568802
電子信箱 linxunan@600610.com.cn zhaogong@600610.com.cn

二 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情況
2.1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1,223,909,060.65 357,635,762.42 242.2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1,011,456,487.43 70,040,259.24 1,344.11

本報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9,093,683.21 -21,654,160.42 234.36
營業收入 71,642,635.98 29,943,114.38 139.2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6,030,601.51 -13,792,390.86 -143.7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
利潤 6,030,601.51 -29,094,398.23 -120.73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01 -17.53 減少100.06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125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 股

截止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42,578
截止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持股
數量 持有有限售條件的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的股份數量

大申集團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25.85 276,908,627 276,908,627 質押 260,000,000
南京弘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16.25 174,130,605 174,130,605 質押 100,000,000
上海錢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7.92 84,840,000 84,840,000 無 　
上海紡織發展總公司 未知 0.96 10,296,000 10,296,000 無 　
上海南上海商業房地產有限公司 未知 0.96 10,296,000 10,296,000 無 　
俞立明 未知 0.76 8,236,800 8,236,800 無 　
上海輕工控股（集團）公司 未知 0.48 5,148,000 5,148,000 無 　
上海申達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8 5,148,000 5,148,000 無 　
張文軍 未知 0.47 4,998,200 0 無 　
ING ASIA  PRIVATE BANK LIMITED 未知 0.34 3,689,950 0 無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公司前十名流通股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和屬於《上市公司持股變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行動人的情
況未知。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三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董事會關於公司報告期內經營情況的討論與分析
公司重組後第一個半年，是公司為日後發展打基礎的半年。面對今年複雜的經濟環境，公司經營層積極應對，朝著既定的發展戰略及目標穩步推進，公司經營業績保

持穩健增長。報告期內，公司加強內部控制和管理，在全國範圍進行跨區域經營佈局，業務積極拓展，如為完善企業經營佈局收購江西立成39%的股權及向西部地區開拓市
場。借助公司具有資本市場良好的平台及資源優勢，通過PPP合作模式積極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通過併購重組方式逐步完善上下游產業鏈。

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71,642,635.98萬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39.26 %；營業利潤為6,030,601.51萬元，上年同期為-13,792,390.86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有
者的淨利潤為6,030,601.51萬元，去年同期為-29,094,398.23萬元。

公司將集中優勢力量發展園林綠化業務，整合優勢資源，在增強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同時，努力提升公司價值以回饋公司股東。
（一）主營業務分析
1 財務報表相關科目變動分析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科目 本期數 上年同期數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71,642,635.98 29,943,114.38 139.26
營業成本 55,356,263.04 31,001,113.50 78.56
銷售費用 　 2,874,728.40 -100
管理費用 9,844,425.52 20,888,743.83 -52.87
財務費用 545,358.66 3,288,741.31 -83.4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9,093,683.21 -21,654,160.42 234.36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026,297.81 52,320,446.28 -101.96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2,306,799.62 -943,224.63 -9,686.3
研發支出 　 6,299,878.11 -100
　 　 　 　
　 　 　 　

營業收入變動原因說明:公司重組後，主營業務發生變化，主營業務從原來的紡織機械生產銷售轉向以園林設計、園林工程、苗木產銷及實業投資。業務收入從銷售款轉
向工程款。

營業成本變動原因說明:行業變化所致，從原紡織機械配件製造變更為園林、施工等行業
銷售費用變動原因說明:行業變化所致，從原紡織機械配件製造變更為園林、施工等行業
管理費用變動原因說明:行業變化所致，從原紡織機械配件製造變更為園林、施工等行業
財務費用變動原因說明:行業變化所後，企業貸款資金下降，減少利息費用支出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行業變更後，主營資金為園林施工與苗木銷售收入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上年度有資產出售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本期歸還借款
研發支出變動原因說明:行業變更後，未發生研發支出
四 涉及財務報告的相關事項
4.1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原因及其影響。
不適用
4.2 報告期內發生重大會計差錯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更正金額、原因及其影響。
不適用
4.3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對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作出具體說明。

子公司名稱 子公司類型 持股比例（%） 表決權比例（%）
廈門中毅達環境藝術工程有限公司 全資 100.00 100.w00

4.4 半年度財務報告已經審計，並被出具非標準審計報告的，董事會、監事會應當對涉及事項作出說明。 
 不適用

公司代碼：600835、900925　　　　　　　　　　　　　　　　　　　　　　　　　　　　　　　　　　　　　　　　　　　　　　　　  公司簡稱：上海機電、機電B股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報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半年度報告全文，投資者欲了解詳細內容，應當仔細閱讀同時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網站上的半年度報告全文。
1.2 公司簡介

公司股票簡況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A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海機電 600835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機電B股 900925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司文培 邢暉華
電話 (021)68547168 (021)68547168
傳真 (021)68547170 (021)68547550

電子信箱 shjddm@chinasec.cn xhh@chinasec.cn

二 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情況
2.1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30,290,653,917.11 29,769,094,699.51 1.7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6,890,582,918.93 6,260,615,425.89 10.06

本報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63,731,554.66 889,273,307.76 -36.61
營業收入 9,829,497,798.77 10,136,316,637.43 -3.0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551,656,053.84 461,346,680.07 19.5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468,161,722.45 454,013,393.11 3.1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8.24 7.78 增加0.46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5 20.00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5 20.00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 股

截止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60,912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持股數量 持有有限售條件的股份
數量 質押或凍結的股份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47.35 484,220,364 0 無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六組合 其他 1.41 14,459,048 0 無
NORGES BANK 其他 1.25 12,799,248 0 未知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中證國有企業改革指數分級證券投資
基金 其他 1.02 10,439,448 0 無

SCBHK A/C VALUE PARTNERS CHINA GREENCHIP FUND LTD 其他 0.78 7,973,145 0 未知
GIC PRIVATE LIMITED 其他 0.70 7,196,160 0 未知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其他 0.57 5,875,441 0 未知
全國社保基金一一零組合 其他 0.42 4,249,429 0 無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其他 0.39 3,952,657 0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IMITED 其他 0.37 3,827,609 0 未知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前十名流通股的其他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持股變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股東之間未知其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
動人。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2.3 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變更情況
 □適用  √  不適用 
三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2015年上半年，房地產市場受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持續影響，發展速度放緩，其中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都出現了下降。雖然房地產相關數據同比下

降，但環比數據開始回升，短期有企穩跡象。從中長期看，由於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公共交通設施投資持續發力以及節能更新及舊梯改造等因素，對於電梯行業持續發展有
着有利的推動作用。綜合這些因素，電梯行業會呈現增速放緩，但增量還會持續增加。

上海三菱電梯在持續推進分公司建設基礎上，不斷深化與用戶的設計對接、計劃對接、服務管控對接，以此來提升在全國各區域內的服務網絡的響應能力，同時不斷推
進各區域培訓中心建設，培育公司員工服務能力提升。

上海三菱電梯針對市場情況，更加重視與戰略大客戶的關係維護與開發。在與萬達、恆大、中海、綠地、碧桂園、遠洋、龍湖、復地、魯能等核心戰略夥伴繼續保持密
切合作的同時，增加與萬科、中信的新合作，同時加強對二、三線城市的核心及大項目的跟蹤力度，重大項目承接的有：東莞國貿中心、深圳灣一號、北京三星大廈、青島
航運中心、深圳建行大廈、石家莊新合作大廈、洛陽正大國際城市廣場、武漢天河機場T3航站樓、廈門地鐵1號線、成都地鐵7號線、重慶西客站等項目。

上海三菱電梯不斷拓展服務產業化發展，一方面受整個銷售數量增長的影響，安裝及維保收入保持持續較快的增長；另一方面，保養、維修站點不斷加快建設的同時，
通過信息化的建設以及各種保養作業形式的補充，保養承接率穩步提升，效率明顯改善，修理及改造業務都有明顯的增長。隨着《特種設備安全法》正式執行，明確了各個
環節的責任主體，維保市場份額將向電梯製造廠家集中，市場保有量大以及直銷比例高的企業有望獲益更多。上海三菱電梯2015年上半年，安裝、維保等服務業收入近20億
元，佔營業收入的比例超過23%。預計未來幾年上海三菱電梯的服務業收入將會保持穩定的增長。

2015年公司在印機業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圍繞印機業務的整體退出戰略，積極推進整個印機業務的改革調整。目前上海亞華公司的股權、上海光華公司的股權、上海申
威達公司和上海紫光公司的部分資產已經完成出讓。公司股東大會已經批准本公司和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以對美國高斯國際有限公司的債權進行債轉股，高斯國際隨之
將從公司完全退出。自此，印機業務對於公司持續的負面影響得以徹底改觀。

四 主要子公司、參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稱 註冊資本
（萬元） 公司持股比例 總資產

（萬元）
淨資產

（萬元）
營業收入
（萬元）

淨利潤
（萬元）

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 美元15,526.94 52% 2,195,245.94 383,118.46 860,857.26 85,198.49
三菱電機上海機電電梯有限公司 美元5,300.00 40% 163,080.28 91,698.48 156,851.18 8,146.65
美國高斯國際有限公司 美元0.0001 100% 125,406.57 -98,146.15 60,936.57 -7,452.44
高斯圖文印刷系統(中國)有限公司 13,268.00 60% 108,469.61 37,970.55 12,229.75 10,059.69
上海電氣集團印刷包裝機械有限公司 63,286.27 100% 50,049.50 4,198.67 5,449.78 -3,610.33
上海電氣集團通用冷凍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35,060.47 100% 78,058.24 77,228.02 0.00 6,695.44
上海電氣液壓氣動有限公司 25,124.32 100% 77,464.28 65,475.77 21,442.22 -1,167.35
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 美元645.00 67% 12,484.70 5,787.82 9,084.59 285.10
上海電氣開利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61% 16,227.29 2,466.25 9,138.32 128.54
上海納博特斯克傳動設備有限公司 日元10,204.08 51% 11,216.21 6,382.35 7,225.96 1,922.64
上海金泰工程機械有限公司 53,223.92 46.45% 115,877.11 90,745.29 34,770.30 4,204.86
上海人造板機器廠有限公司 美元1,200.00 30% 66,248.82 15,999.33 25,848.11 112.50
上海ABB電機有限公司 美元1,121.65 25% 49,711.24 18,516.78 44,815.50 2,062.09
上海馬拉松革新電氣有限公司 美元800.00 45% 44,032.68 37,763.60 13,597.84 2,491.00
上海日用-友捷汽車電氣有限公司 美元1,700.00 40% 90,732.05 59,686.53 84,160.97 7,735.10

五 其他披露事項
（一）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說明
公司預測年初至本年第三季度末的累計歸屬於母公司的淨利潤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約100%，主要是由於實施對美國高斯國際有限公司債轉股所帶來的收益增厚淨利潤

所致。
（二）其他披露事項
本公司八屆二次董事會同意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和本公司以對高斯國際的債權進行債轉股。在債轉股完成後，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將持有高斯國際93.63%的股

權；本公司將持有高斯國際6.37%的股權，並喪失對於高斯國際的控制權。2015年8月18日，本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了該交易。

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