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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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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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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鸥股份 60326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立 蒋月恒 

电话 0519-68022018 0519-68022185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

16号 

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

16号 

电子信箱 liuli@seagull-ct.com jiangyueheng@seagull-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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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415,959.59 1,047,780,160.45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03,432,872.20 427,311,037.55 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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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60,500.45 221,258.13 10,909.99 

营业收入 246,030,853.82 224,323,904.38 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66,975.20 12,644,500.45 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85,292.42 11,750,250.14 6.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7 3.18 减少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18 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18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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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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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敖大 境内自

然人 

19.16 17,525,000 17,525,000 无   

吴祝平 境内自

然人 

13.39 12,250,000 12,250,000 无   

杨华 境内自

然人 

6.21 5,679,600 5,679,600 无   

江苏高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90 5,400,000 5,400,000 无   

张中协 境内自

然人 

4.48 4,100,000 4,100,000 无   

江仁锡 境内自

然人 

3.43 3,139,500 3,139,500 无   

于志华 境内自 3.36 3,075,000 3,075,000 无   



然人 

常州南部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8 2,360,000 2,360,000 无   

闻建东 境内自

然人 

2.24 2,050,000 2,050,000 无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东亚·百华 28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6 1,7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为强化对海鸥股份的共同控制关系、保证公司的持

续高效运营，金敖大、吴祝平于 2014 年 9 月 1 日签署

了《一致行动协议》，对历史上存在的一致行动事实进行

了确认，并对如何继续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层面实施一

致行动作了明确、具体的安排，主要条款包括： 

“2.1 双方确认，双方在对海鸥股份共同控制的合作

过程中，对海鸥股份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发展目标

和经营方针的认识一致，对海鸥股份的管理和经营决策

已形成充分的信任关系，双方决定保持以往的良好合作

关系，在与海鸥股份的管理和经营有关的事项的决策中

继续采取一致行动，以保证海鸥股份经营稳定并发展壮

大。 

2.2 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在以任何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行使董事职权，直接或间接行使董

事会召开提议权及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和表决权等

股东权利）决定、实质影响或参与决策与海鸥股份经营

方针、决策和经营管理层的任免等有关的事项时，必须

事先充分沟通、协商，就有关事宜达成一致行动决定，

并按照该一致行动决定在处理本条前述事项时采取一致

行动。 

2.3 双方同意，如在按照本协议第 2.2 条的约定进行

充分沟通、协商后，对该条所述事项仍无法达成一致行

动决定，则以吴祝平的意见为一致行动决定。 

3.1 双方承诺，自海鸥股份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交易方式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海鸥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7 年 3 月 9 日，金敖大、吴祝平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2、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并承诺自海鸥股

份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五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在

海鸥股份管理和经营有关事项的决策中采取一致行动，

不以任何方式解除一致行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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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国家产业结构性调整的影响，以及国内煤改气、垃圾焚烧及分布式能源等清洁能源的推广

建设，提升了一部分工业冷却塔的市场需求，但与此同时国内火电、煤化工、冶金等工业领域投

资放缓。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市场趋势，冷却塔的未来发展方向依然是高效、节能、环保为主。

2017 上半年工业冷却塔市场呈现出稳中略有提升的市场行情。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603.0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9.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1356.7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7.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1248.53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6.26%。 

2017 年是公司战略管理的“提升年”，不断强化落实责任目标，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上半

年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着力拓展境外市场 

公司自设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工业冷却塔的研发、设计，已形成了工业冷却塔领域完整的自

主研发技术体系，拥有大量的核心技术，在国内冷却塔市场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但国内冷却塔行

业拥有超过百家生产厂商，生产规模差异较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市场

竞争较为激烈。为持续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公司在拓展新市场方面积极推进国际化

战略，大力拓展境外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在境外业务拓展取得较大突破，以全资子公司海鸥亚太

为主成功签订泰国电力公司（Electricity Generating Authority of Thailand）冷却塔销售项目，合

同金额 2.69 亿泰铢（约合 5365 万元人民币）。 

（二）、不断推进新产品研发及其成果应用 



公司整合内部研发资源，借助国内国际研发力量，提升研发实力，落实科技项目，着力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2017 年上半年新产品研发主要体现在超大型自然通风冷却塔高位集水装置、核电

冷却塔、环保型冷却塔等方面。 

公司上半年完成了超大型自然通风冷却塔高位集水装置技术的标准化设计及产业化生产，该

项技术具有节能、低噪声、综合换热性能佳等优点，应用于神华国华九江电厂高位塔高位收水装

置项目。 

公司通过一系列深入研究，目前已完成核电用冷却塔的标准化设计，具备国产化的条件，公

司现已具备整塔的工艺、结构的设计能力，以及核电用冷却塔各部件的生产、安装能力和整塔的

运行调试能力。该项成果已应用于“田湾核电站 5、6 号机组”，为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提

供机械冷却塔芯材料。该核电项目的 SEW 系统机械冷却塔为鼓风式机械通风冷却塔，分为公共

管廊和 4 个相同的冷却单元；总循环水量为 1800m3 /h。 

公司完成了环保型冷却塔消雾、节水、降噪一体化设计方法及总成技术，第二代三维空气导

流装置在第一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增强消雾效果，可做到风筒出口无羽雾，达到了保护环境

的目的，应用于杭州九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该冷却塔满足在最严苛的设计消雾点（大气压

100.4KPa，干球温度 0℃，相对湿度 87%）条件下，满足风机出口空气消雾效果达到 CCTI 

TL001-2014《干湿消雾节水冷却塔性能验收试验测试规程》中规定的“零雾型”标准。 

（三）、突出管理创新，提升经营创效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评价工作，优化内部控制流程，深化业务流程再造，实现风险

管理与经营管理流程的有机融合，完善机构设置和定岗定员工作，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实行一专

多能，使员工队伍结构逐步趋于合理稳定，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同时全面深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企业建设，努力保持节能减排指标的先进水平。 

（四）、 坚持人才引进与培养并重 

公司坚持以市场配置人才为取向，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提高员工队伍

整体素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各类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机

制，完善岗位配置及人才选用机制，大力抓好人才发展“多通道”体系建设，引导员工多元化发

展，提高人岗匹配度，促进人尽其才，有效协调急需岗位人才短缺问题。加快全方位全过程培训

体系建设，建立公司完善的以满足技能知识需求为前提的培训体系，以素质提升为抓手，全力打

造高素质员工队伍，切实提高员工业务素质，根据生产经营形势，实施“以需求为导向、以学员

为中心、以技能为本位”培训工作原则，努力把员工岗位技能素质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五）、发行新股，挂牌上市 

经 2017 年 4 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83 号）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87 万股，并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本由 6,860 万元增至 9,147

万元，并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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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度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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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对公司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为其他收益，金额 2,054,478.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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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