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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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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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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常林 600710 *ST常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建国 张大亮 

电话 025-84531968 025-8453196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198号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198号 

电子信箱 tzz@sumec.com.cn tzz@sum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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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1,246,119,208.6 37,021,672,337.83 1,881,924,953.36 1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05,304,415.65 3,715,653,345.06 1,078,616,666.31 2.4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1,244,303.42 -204,522,395.95 -54,938,549.8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4,034,297,722.44 21,369,650,874.52 514,428,760.64 5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4,622,960.01 7,628,459.72 -84,225,135.15 2,05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9,158,438.35 -87,502,600.18 -87,502,600.1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5 0.29 -7.52 增加4.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1 -0.13 1,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1 -0.13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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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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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23 303,521,199 303,521,199 无 0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2 181,948,763 181,948,763 无 0 

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1 162,105,200 0 质押 80,000,000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4 52,790,346 52,790,346 托管 52,790,346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46 45,248,868 45,248,868 托管 45,248,868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15 15,082,956 15,082,956 无 0 

国机精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 15,082,956 15,082,956 无 0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 15,082,956 15,082,956 无 0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其他 1.15 15,082,956 15,082,956 无 0 

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 14,305,84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机集团、国机重工、福马集团、国机资本、国机财务、国

机资产、国机精工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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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以“有质量发展”为指导，以提质增效为主线，进一步做强主营业务、

优势业务，积极培育战略新兴业务，持续优化商业模式，提升核心能力。加强制度建设和全面风

险管控，推进了公司持续稳定的增长。 

（一）业务主要变化和经营特征 

一是进出口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欧盟、美国、东盟三大市场“三足鼎

立”，占出口市场比例近六成。前十主力产品出口合计 14.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园林工具、

服装、液晶电视等业务增长显著。机电设备进口增长显著，占进口比例近八成。二是国内贸易增

长迅猛。金属产品、煤炭业务均增长显著。金属产品实现营收 170 亿元，同比增长 66%；煤炭业

务实现营收 22.38 亿元，同比增长 151%。三是国内外工程项目稳步发展。上半年实现营收 16.12

亿元，同比增长 13%。 

（二）主要业务板块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包括：贸易与服务板块（包含“贸工技”商品板块、机电设备进口及大宗

商品贸易板块）、工程承包板块以及投资发展板块。 

1.贸易与服务板块 

（1）“贸工技”商品板块 

“贸工技”板块持续优化“贸工技金”四位一体商业模式，培育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

为核心的贸易竞争新优势。 

深入推进产业建设。园林机械板块着力推行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力实施技术研发投入、

品牌打造、“精益工程”。清洗机制造能力迈入国内第一方阵，电动轮式产品的生产能力、质量控

制能力、技术研发能力等得以大幅提高，同时提升了公司盈利能力。汽配板块通过境内外产业并

购，整合高端汽配产业，开拓了市场，扩大了产品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纺织服装板块深化

推进“走进去”战略，缅甸实业建设扎实。通过“一带一路”供应链体系的布局和建设，上半年

东南亚海外工厂带来超 1 亿美元的增量订单。家纺业务板块在完成美国 BK 公司收购后，加强资

源整合和文化协同，将国内的技术研发、实业制造和 BK 公司的渠道能力有效整合，协同效应显

著。 

海外公司功能凸显。目前公司旗下境外机构 29 家，有效地带动了公司贸易规模增长。在推

进市场拓展的同时，海外区域公司还承担着市场营销、技术研发、仓储物流、售后服务等一揽子



功能。香港公司承担着利用境外离岸授信资源，调配低成本融资，实现境内外利差、汇差管理的

金融功能。海外机构贴近客户的本土化开发和服务，有效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也为公司从国际贸

易向跨国公司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品牌建设影响力持续增强。上半年，自主品牌销售份额进一步增加，品牌建设影响力持续增

强。五金公司被江苏省商务厅认定为“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领军企业”，

“FIRMAN”、“GFORCE”、“POWERG”、“PHONO””等品牌被认定为“江苏省 2017-2019 年度江苏省

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 “伊顿纪德”校服品牌增长快速，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进一步

增强，稳居中国校服第一品牌。 

研发技术不断增强。今年上半年，五金公司和机电公司双双获评“高新技术企业”，至此公司

已经拥有六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截至上半年公司专利达到 209 个，其中发明专利 44 个。上半年

新增专利 32 个，其中发明专利 6 个，公司发明专利占比不断提高。上半年，“湿法纳米倒金字塔

黑硅电池与智能组件”成功获批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业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机电设备进口及大宗商品贸易板块 

机电设备进口和大宗商品贸易板块，持续加强市场拓展和风险管控，不断完善供应链运营商

的定位。抓住国家“供给侧”改革深化、实体经济形势回暖、大宗物资价格反弹的机会，果断布

局，抢抓机遇，灵活运用多种业务模式，拓展运营规模。上半年大宗商品营收达到 218 亿元，同

比增长 74%。机电设备进口板块则抓住实体经济持续向好，技术改造和装备升级需求增加的契机，

充分发挥总部平台和区域化公司联动的优势，深挖服务价值链，上半年，实现进口到货 10.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5%。 

2.工程承包板块 

环境工程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内市政工程改造升级契机，抢抓市场，成效明显。

成套公司上半年国内中标超 10.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11%，其中签约 7 个亿，单笔超 2 亿元

的项目有 3 个；国际中标超 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5%，单笔 3,000 万美金以上的项目达到 3

个，成为公司重要的增长级。 

新能源海外工程项目推进顺利，50MW 巴基斯坦风电项目签约开工，18MW 太阳能电站项目

即将并网；国内项目周密组织，协同奋战，确保了 450MW 项目全部如期并网。 

船舶行业受行业下行影响，面临较大挑战，公司全面整合商务、制造、技术、金融等关键资

源，上半年累计交船 17 艘，出口成交 3.89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3.投资发展板块 

公司深入推进“产业+投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专注于产业投资和管理，取得较好投资回报。

对募投电站的资产质量和运营效率进行了跟踪反馈和投后评估，形成了一套包括事前评估、投资

决策、投后管理、投资处置的投资全流程可控在控的工作体系。公司首批募投 140MW 光伏电站

项目运行良好，投资运营收益符合募投项目财务模型要求。随着二期 215MW 的项目并网，合计



355MW 募投项目全部进入运营，将为公司形成稳定的利润贡献。公司投资并购的高铁零配件研发、

制造和贸易板块金正奇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利润大幅度增长,整合效应进一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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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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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