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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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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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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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7,554.31 4,131,758.50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4,151.52 399,185.22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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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49.09 50,124.43 81.45 

营业收入 3,957,009.46 3,403,429.77 1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42.96 16,462.30 2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63.80 13,915.84 16.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2 4.35 增加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3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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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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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 122,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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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6 40,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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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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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其他 1.15 15,082,956 15,08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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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资本、国机财务、常林有限、国

机资产、国机精工、福马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前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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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虽然总体向好，但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

风险凸显，中美贸易博弈日趋白热化，不稳定不确定性大为增加；国内金融去杠杆、流动性趋紧，

转型升级面临挑战。公司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风险控制，推动转型升级，公司各板块业务稳中有进。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4.79%。2018年上半年，公司进出口贸易情况位列

省属重点联系企业第一（海关数据）。其中，主要业务板块经营发展状况如下： 

（1）国际化产业布局进一步深入 

加强市场拓展。园林工具板块差异化推进欧洲细分市场业务，通过海外平台大力拓展新兴市

场份额，日本业务同比增长 30%，澳洲业务同比增长 100%；纺织板块充分发挥美国 BB公司的销售

主渠道优势，推进新产品的相邻扩张，上半年美国 BB销售规模同比增幅超过 30%；通过海外分公

司的布局，深度拓展目标市场，实现项目滚动开发。 

推进产能转移。服装板块通过海外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设立，以物流检品中心和海外办事处为

抓手，推进东南亚和埃塞俄比亚实业基地的高效运转，截至 2018年 6月底，海外实业共完成订单

2,581万美元，同比增长 100%。 

海外并购与境内实业高效联动。动力机械板块海外并购的德国 ISH 公司和返程投资的海尼兴

工厂，针对目标客户，加强境内外产业协同，扩大市场份额，提升经营绩效。 

（2）技术研发协同创新持续加强 

“贸工技”板块持续加强技术研发，上半年获批专利 22项，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拥有专利 289

项，其中发明专利 85 项。自主研发的割草机器人获 TÜV 南德颁发割草机器人领域全球首张 RED

证书，高压清洗机和 120V锂电修枝剪产品获得两项德国 IF设计大奖。 

实业板块积极探索智能制造新模式。服装板块第一个智能化工厂顺利投产，该厂顺应柔性生

产、少量多批次、大数据赋能等新趋势，力图打造服装制造新模式。园林工具板块通过对锂电池

包车间的技术改造，基本实现 MES（生产过程执行系统）+ERP（企业资源计划）+WMS（仓库管理

系统）三个系统的融通，为下一步智能产业基地建设和智能制造的推广积累经验。高铁板块加强

新品开发和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改造，锻铸造加工能力实质提升，产品资质和市场渠道进一步拓

展，“一体两翼”的竞争力初步形成。 

（3）品牌建设扎实推进成效明显 

伊顿纪德公司秉承“引领中国校园服饰变革”的品牌理念，“播撒优教育，传递真价值”，高

举高打构筑校服自主品牌体系。 

通过技术研发推动品牌建设。针对海外目标市场，五金公司打出渠道建设和品牌宣传的组合

拳，大力推广自主品牌，YARDFORCE 割草机器人打入德国 DIY 市场的前五大客户。能源公司通过



技术沉淀和体系化的品牌管理，打造光伏组件的“辉伦”品牌和工程贸易的“苏美达”品牌，辉

伦品牌再次成功获得 DNV-GL“全球最佳表现制造商”（Top Performer）称号，并被彭博新能源评

为 Tier1光伏组件制造商。 

机电公司加强“FIRMAN”品牌在非洲、北美洲两大出口市场的渠道建设，调整价格策略，以

品牌影响力、美誉度促进量价齐升。2018 年上半年，尼日利亚市场出口同比增长 30%；北美团队

发挥专业化优势，丰富销售手段，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 300%。 

（4）商业模式持续优化转型升级 

供应链板块商业模式持续优化。深入实施大客户战略，围绕产业链，集成供应链，提升价值

链。上半年机电设备进口和大宗物资板块，以资金为纽带，实现战略协同发展，规模利润再创新

高。经营流动性和资产质量进一步优化，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仪器公司聚焦高校和医院，围

绕医疗仪器细分领域，做深做强，做专做透，上半年各项指标均大幅增长。 

工程承包板块，持续打造以商务集成、工程管理和项目融资为核心的 EPC 能力。经历了从机

电设备出口、成套设备集成、联合投标、联营合作以及自主 EPC 的历程，实现了商业模式的转型

升级。2018 年上半年，与东方电气联合体运营的俄罗斯第一座风电场——乌里扬诺夫斯克 35MW

风电项目成功实现并网发电。围绕 EPC+F（Finace,融资）模式，推进项目开发和落地执行。土耳

其工厂设备出口获得中国建设银行的应收账款买断融资；国内工商业屋顶分布式项目，顺利获得

了金融机构的无担保项目融资，为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船舶板块强化业务模式转型。船舶公司联合设计公司量身定制新船型，加大自营船的接单比

例，拓展盈利空间，控制经营风险；并继续发挥金融租赁在船舶业务拓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快

资金回笼，降低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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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