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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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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一 公司基本情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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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志电器 60372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温治中   

电话 021-52634688 021-526346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北工业区鸣嘉路168号 上海市闵北工业区鸣嘉路168号 

电子信箱 dm@moons.com.cn dm@moons.com.c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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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4,052,847.15 1,214,863,519.79 7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03,270,910.28 774,777,200.96 1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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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5,155.87 36,920,647.25 25.15 

营业收入 793,338,335.74 677,998,024.48 1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979,536.78 61,671,779.84 2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789,742.50 65,499,456.03 1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30 9.50 减少1.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74 0.2570 -7.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74 0.2570 -7.63 

 



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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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63 181,200,000 181,200,000 无 0 

新永恒公司 境外法人 11.06 35,400,000 35,400,000 无 0 

上海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5 12,000,000 12,000,000 无 0 

上海杲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0 4,800,000 4,800,000 无 0 

上海凯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3 3,600,000 3,600,000 无 0 

金寶德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4 3,000,000 3,000,00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2 1,999,988   未知  

罗青 
境内 

自然人 
0.62 1,980,000   未知  

嘉实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嘉实基金公

司混合型组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 640,388   未知  

易方达鑫享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8 580,488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鸣志投资的控股股东常建鸣先生和凯康投资的控股

股东常建云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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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 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坚持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秉承客户满意、员工满意、尊重合作伙伴关系的经营理念

的经营理念,以年度经营目标为指引，聚焦核心业务，有效推进了公司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实施，

并取得了预期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333.83 万元，同比增长 17.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597.95 万元，同比增长 23.20%。 

公司于今年 5 月 9 日完成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8000 万股股票，股本总数由原来的

24,000 万股增加到 32,000 万股，增加了 25%，受此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的基本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有不同比例的下降。基本每股收益 0.2374 元，同比下降 7.61%；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0.2275 元，同比下降 16.6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30%，

同比下降 1.20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5%，同比下降 2.14

个百分点。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主营业务按照公司的战略规划以及投入计划，正在稳步健康地提升在

各方面的销售业绩，特别是在中国的工厂自动化市场，中国的通信市场，同比获得了高速的

成长。在全球范围内，公司在生物医疗仪器市场，安防摄像机市场，也获得了良好的成长。

在汽车领域，公司在 SCR 阀应用方面，正在按照既有战略步骤，获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在

HVAC 领域，公司的阀控制步进电机也已经正式批量出货，在欧洲获得了业界领先的主要客

户的批量订单并取得了销售业绩。同时，公司的伺服系统以及无刷电机在细分市场如 AGV,

道闸控制机构等领域也获得了业务突破。 

其中控制电机及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4,697.75 万元，同比增长

24.64%；LED 控制与驱动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207.03 万元，略有下降；电源电控类产品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 2,755.57 万元，同比增长 5.73%；贸易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2,299.26 万元，

同比增长 7.42%；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342.19 万元，同比下降 23.52%。 

① 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产品是公司的主导产品，是销售收入的重要来源，报告期内公司

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54,697.7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25%，上半年共

实现销售数量为 810.84 万台，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31%，业务正在稳步健康地提升。 



② LED 控制与驱动产品业务已呈规模化发展趋势，报告期内该类产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7,207,03 万元，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3%，销售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4%，主要因为受全球半导

体器件原厂产能影响，半导体行业出现严重的交货延迟，公司产品出货周期因此延长，导致

业务短期暂时小幅下滑。 

随着下半年半导体交付状况的改善，以及国内工程项目的实施推进，将会弥补上半年业

务缺口并提升销售额；同时随着工厂自动化设备的逐步投入，直接人工成本会进一步降低，

并且随着下半年新品智能电源产品批量进入市场，会拉升产品整体毛利率，实现全年的利润

目标。 

③ 设备状态管理系统产品主要是公司“小神探”产品，为电力、冶金、石化等资产密集型企业

在其自动化生产过程中提供设备状态管理、维护保养、实时监控、设备故障诊断的整体解决

方案。报告期内公司该类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342.19 万元，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4%。主要是

与该产品业务的特性有关，该类产品集中在年底结算收入所致。从上半年的销售情况看，冶

金行业预计全年的销售相比去年会有较大增长。另外，基于公司上半年在造纸、水泥、市政

等行业的有效业务拓展，预计下半年这些行业的销售会出现增量。同时，公司新一代产品 600

系列已在二季度正式投入市场，该系列产品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预计下半年会形成批

量，拉升产品整体业务实现全年的销售和利润目标。 

④ 电源电控产品主要为公司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开发、生产的电源控制类产品，是为公司部分

产品的相关配套；报告期内公司该类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755.57 万元，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6%，

业务较为稳定。随着制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产品收入的逐年上升，该类业务在整体营业收

入的占比呈下降趋势； 

⑤ 贸易代理业务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鸣志国贸从事国外知名品牌电子元器件类产品的代

理业务，报告期内该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2,299.26 万元，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7%，业务发展稳

定。 

分产品 营业收入 
销量 

（万台/万套）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销量比上年

增减（%） 

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 546,977,478.25 810.84 25% 31% 

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类 13,421,854.63 0.0147 -24% 43% 

LED 控制与驱动类 72,070,280.89 96.76 -3% -4% 

贸易类产品 122,992,638.59 1,678.80 7% 20% 

电源电控产品 27,555,703.68 32.36 6% -5% 

其他 10,320,379.70 
 

51% 
 

合计 793,338,335.74 2,618.76 17% 22%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8,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1.23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898,4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87,184,800.00 元后，已缴入募集的

股款为人民币 811,215,200.00 元，同时扣除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其他费用人民币 18,425,200.00 元，

此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2,790,000.00 元。 

截止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已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79,279 万元，利息净收入 

34.58 万元，累计已支出募集资金金额 4,969.01 万元，其中：控制电机新增产能项目为 4,575.97

万元，中心建设项目为 393 万元；LED 控制与驱动产品扩产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鸣志自控于先

期实施，其预先投入的 531 万元实际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完成置换手续。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0 万元（包括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 万

元）； 偿还银行贷款金额 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4,344.57 万元（含利息净收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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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

13 号)，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需规范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该

准则的施行，对公司本期无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修订的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除了增值税即征即退列示于其他

收益，均属于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列示于营业外收入。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的净利润和

净资产无任何影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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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