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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苏美达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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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苏美达

股票代码
600710

董事会秘书

变更前股票简称
证券事务代表

赵建国
025-84531968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198号
tzz@sumec.com.cn

张大亮
025-84531968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198号
tzz@sumec.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12,015.41
449,949.29
本报告期
（1-6月）
83,103.46
4,017,469.53
22,526.52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上年度末
末增减(%)
4,271,922.24
3.28
442,281.74
1.7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
增减(%)
90,949.09
-8.63
3,957,009.46
1.53
20,542.96
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977.38

16,263.80

28.98

5.02
0.17
0.17

5.02
0.16
0.16

增加0.00个百分点
6.2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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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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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例(%)

数量

件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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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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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15

15,082,956

15,082,956

无

0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国机集团、国机重工、国机资本、国机财务、常林有限、国机资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机精工、福马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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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体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01.75 亿元，同比增长 1.53%；实现进出口总额 37.62 亿
美元（含境外平台），同比增长 13.3%，其中，出口 12.86 亿美元，同比下降 4.9%；进口 24.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9.66%。
2. 经营发展状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以“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为主线，进一步做强主营业务和优势业务，
持续优化商业模式，提升核心能力；并加强制度建设和全面风险管控，保障了公司持续稳定的增
长。
（1）坚持供应链板块体系建设，持续优化运营能力
公司以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全流程供应链运营服务为目标，大力拓展供应链服务能力、物
流运营能力和专业商务服务能力。通过打造“达天下物流圈”，建设物流服务商集合竞价、活跃交
易的物流服务平台，为客户降低成本，打造自有物流生态。通过积极拓展大宗商品自营物流基地，
拓展节点仓储资源，申办无船承运人资质，为业务发展提供核心物流资源支撑。通过增强对贸易
采购商、制造商、金融机构和物流公司的整合能力，推动业务结构和经营质量持续优化。2019 年
上半年公司钢铁、煤炭、矿石运营规模超 1500 万吨，稳居行业领先地位。
（2）坚持创新驱动，提升单机产品贸易发展动能
1）国际化步伐实现新进展
积极实践“靠前研发、靠前营销、靠前服务”，持续提升海外机构自主运营水平，深化本土
化运作。2019 上半年，公司聚焦重点业务项目和客户需求，全力做大主流客户。通过建立标准化
的海外售后服务网点和服务体系，靠前服务、靠前营销，贴近终端客户了解第一手需求，开发针
对性的产品和服务，促进客户满意度和品牌美誉度的提升。动力产品在北美市场通过提前在当地
进行主动的战略库存储备，短期内规避了因美国 6 月份开始加征关税的成本增长。面对外部不利
因素，北美团队和国内团队紧密结合，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用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品牌赋能。
推进海外制造布局，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化。公司从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到物流分销、售后服
务等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重新塑造企业竞争力。从创建柬埔寨办事处开始，公司相继在缅甸、孟加
拉、越南及埃塞俄比亚设立工厂和办事处。截至目前，拥有缅甸工厂 5 座、埃塞俄比亚工厂 1 座、
越南工厂 1 座，形成了中国、柬埔寨、缅甸、越南、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六国制造”的海外实
业布局。2019 年 1-6 月，海外工厂整体接单规模上升 18.5%，其中在缅甸生产的订单增长最快，
海外转移步伐继续在加速。公司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依托“六国制造”的优势产能布局，化
危为机，确保市场和业务稳定发展。
2）研发创新获得新成就
公司持续推动技术研发，2019 年 1-6 月公司研发投入合计 1.2 亿元；知识产权布局在全面加
速推进。截至 6 月底，公司合计申报专利 58 项，获批 24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 17
项，外观设计 3 项；获批 2 项软件著作权。
公司参编的 GB/T 37663.1-2019《湿热带分布式光伏户外实证试验要求：光伏组件》、GB/T
37663.2-2019《湿热带分布式光伏户外实证试验要求：光伏背板》、GB/T 37663.3-2019《湿热带
分布式光伏户外实证试验要求：并网光伏系统》等三个国家标准正式印发。
3）品牌建设实现新成效
公司动力机械产品紧密围绕“自主品牌国际化”思路，持续打造“产品+技术+本土化经营”
一体化的能力体系。2019 年上半年公司动力机械产品出口总量中，自主品牌出口比例约 75%；内

销动力机械产品总量中自主品牌比例 100%。自主品牌价值的持续提升，促进了从产品经营向品牌
经营的转变。
动力工具 YardForce 品牌在欧洲全面出击，销售同比去年翻两番。公司品牌业务规模同比增
长 24.5%，海外电商业务同比增长 100%以上。
伊顿纪德为全国校服领军品牌，已服务 3400 所学校，以引领中国校园服饰变革、推动价值重
建的品牌优势；首创民主、阳光、透明的征订流程，提升了品牌美誉度和忠诚度。2019 年上半年
荣获 CHIC 营销大奖，并与 3M 中国、鲁泰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品牌合作伙伴一同推进中
国校服行业的健康发展。
（3）坚持工程承包转型升级，持续打赢开发攻坚战
公司围绕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条主线，把握趋势变化，加快转型升级，创新推进“EPC＋F/I”
商业模式，取得较好突破。坚持国际、国内市场双轮驱动，深耕重点市场、突破新兴市场，形成
国内国际并重、工程与贸易协同发展格局。
在国内工程业务上，继续深耕传统水处理业务，积极寻找在环保产业新兴领域的发展机会，
努力构建传统业务保规模、新兴业务保增长的发展格局。2019 年上半年，相继中标宁波市北区污
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湖北利川污水处理厂、六安市城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成都市中和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等项目，巩固了在行业内的发展地位。在固废处置领域，凭借江北废弃物综合处置
中心一期工程良好的示范效应，成功中标江北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一期（二阶段）建设工程。2019
年上半年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苏美达集团及成套公司与中咨华盖共同设立发起成立
环保产业发展基金（目前正在办理工商登记），将致力于通过产融结合发展带动环保业务转型升级
发展。
公司光伏电站运维团队继续通过精细化的生产监控体系、标准化的运营管理体系、智能化的
集维管理中心，为全国范围内的工商业屋顶电站和大型地面电站，提供包括电站监造、评估和运
维为一体的光伏电站资产全生命周期服务，取得良好业绩。运维业务具有轻资产、高毛利、客户
黏性强的特点，已发展成公司新能源业务新的增长点。截至目前，公司实际运维电站九十余个，
总规模 1.47GW。
2019 年 3 月能源公司获国内电站运维荣获 TÜV 莱茵光伏电站运维服务商优胜大奖。
在海外工程业务上，继续深耕重点国别市场，抓签约，促成交，相继签约孟加拉 200 吨/天聚
酯项目、越南 CPC 64MWp 光伏项目。越南 CHP 62MWp 光伏电站项目，是公司首个在越南承建的 EPC
工程，项目团队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顺利通过电网测试，圆满完成并网验收，提前进入商
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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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照规定对期初数进行了调整。影响详见
第十节财务报告中第五部分的 41（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
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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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