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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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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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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迪精密 60363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娇云 宋涛 

电话 0535-6392630 0535-6392630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

江路356号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

江路356号 

电子信箱 lijiaoyun@cceddie.com songtao@ccedd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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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298,373.82 663,352,344.59 3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69,126,014.68 504,832,786.18 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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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77,122.85 34,553,536.41 15.99 

营业收入 306,689,559.32 196,312,923.75 5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100,317.58 37,775,341.15 8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781,665.67 37,421,349.44 7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24 8.53 增加0.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38 0.2862 41.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38 0.2862 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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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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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冯晓鸿 境外自

然人 

33.33 43,996,920 43,996,920 无   

宋宇轩 境外自

然人 

25.00 33,001,540 33,001,540 无   

翔宇投资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00 33,001,540 33,001,540 质押 7,250,000 

浩银投资 其他 6.50 8,579,990 8,579,990 无   

东瑞投资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2 3,850,000 3,850,000 无   

中融香港 境外法

人 

2.92 3,850,000 3,850,000 无   

迪羽科投资 境内非 1.83 2,420,010 2,420,010 无   



国有法

人 

弘望投资 其他 1.67 2,200,000 2,200,000 无   

田界腾 境内自

然人 

1.01 1,785,700 0 未知   

深圳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红帆 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 1,588,62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宋飞通过翔宇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宋飞与冯晓鸿

为夫妻关系，宋宇轩为宋飞、冯晓鸿夫妇的儿子。冯晓华、

宋鸥对浩银投资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31.54%和 28.59%。冯

晓华与冯晓鸿为姐妹关系，宋飞与宋鸥为兄弟关系。除上

述关联关系外，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宋飞、冯晓

鸿、宋宇轩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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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产品市场需求分析 

1. 液压破碎锤的市场需求 

1. 国内市场需求 

1. 挖掘机的市场需求 

液压破碎锤主要与挖掘机配套作业，液压破碎锤市场发展受挖掘机械行业影响较大。据中国

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统计，截至 2016年底我国挖掘机市场保有量约为 130万台。未来

挖掘机市场将呈震荡增长态势，挖掘机市场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未来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2. 配锤率的提高 

近年来，液压破碎锤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新产品不断推出，如输出参数连续可调节的可调节

式破碎锤、噪音较低的静音型破碎锤、超大型破碎锤、专用破碎锤等。随着液压破碎锤产品的不

断创新，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随着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需要大量的破拆作业，将对液压破碎锤形成

持续的需求。此外，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安全生产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人工成本的

逐步上升，建筑施工、矿山冶金、道路养护等领域的机械装备的使用率将快速增长，也将带动行

业对液压破碎锤的需求。 

据统计，发达国家挖掘机配锤率在 35%以上，日本、韩国等国家配锤率达到 60%，而中东等戈

壁地区挖掘机配锤率高达 80%。相比之下，由于市场起步较晚，市场认知不足等原因，目前，我

国挖掘机配锤率达到 20%，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 产品寿命 

液压破碎锤的使用期限一般在3-5年，由于国内液压破碎锤用户的使用强度较大，造成产品实

际使用期限较短，产品更新频率较快。 

4. 国外市场需求 

目前，国内企业生产的液压破碎锤产品已成功销往国际市场，相较于国际同类产品，国产液

压破碎锤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优势。随着国际客户对国产液压破碎锤认知度的不断提升，来自国外

市场的需求有望呈现增长态势。 

5. 高端液压件的市场需求 

高端液压件广泛运用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各类主机产品和技术装备，工程机械是高端液压件

的主要客户。 

1. 新机市场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16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4,795 亿元。目前，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高端液压件主要依赖进口，其中，工作环境恶劣的挖掘机对进口高端液压件

的依赖尤为突出。高端液压件的国产化，将有力提升我国挖掘机的市场竞争力。 

2. 售后市场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目前已形成了各类机械规模巨大的存量市场，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挖掘机械分会统计，截至 2016年底我国挖掘机市场保有量约为 130万台。庞大的存量市场规模将

形成巨大的维修市场需求。由于我国工程机械普遍存在超负荷运转及维护不足的情况，液压件的



实际使用期限缩短促成更换频率的提高。 

1. 公司经营情况 

目前公司业务运营状况良好，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呈逐年上升态势。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及

运营情况，公司主要做好以下战略调整工作： 

1、产品差异化竞争 

公司各业务板块以市场为导向，按产品的不同属性深入理解顾客需求，准确把握产品定位和

技术发展趋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差异化优势，具体包括：巩固轻型和中型液压破碎锤产

品市场占有率；加强重型液压破碎锤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力争在产品的工作耐久性、打击能力等

方面取得突破；加强液压件各类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尽快实现液压控制阀的多品类批量生产，为

主机生产商配套奠定基础。 

2、及时调整采购及营销策略 

公司主要原材料钢材的价格波动会导致公司成本控制压力增大，从而影响公司的毛利率水平

及利润率的稳定。公司密切关注产品价格波动趋势，及时制定并调整销售策略，增加高毛利产品

的营销力度；同时还密切关注主要原材料价格走势，及时调整原材料采购计划及产品生产结构，

降低综合采购成本。 

3、加大市场营销力度 

公司液压件售后市场方面，公司以品牌建设为基础，通过提升渠道和经销商的团队管理和市

场运作水平，扩大市场销售份额；主机市场方面，通过进一步加强与知名工程机械主机制造商的

合作，建立和完善终端销售服务网络，增加大客户数量；出口市场方面，通过产品定制及服务吸

引客户、产品策划引导客户，增加海外销售客户，以分散贸易政策风险。 

4、持续推进新产品研发 

公司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团队建设，深化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合作，提高全过程自

主研发能力，促进公司成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打造成为液压产品领域的领先技术

研发中心。产品开发方面，公司进一步加强基础技术研究，加强在液压件领域的产品研发，以高

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研发为目标，助推公司整体研发水平和技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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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财务报表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

息：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公司质量保证金计提比例由当期销售收入的 2.5%调整为 4.0%，所致预

计负债和销售费用增加，应交税费和所得税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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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