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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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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源机械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52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宁

郭苏霞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2 号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2 号

电话

0591-83855071

0591-83855071

电子信箱

hyjx@haiyuan-group.com

hyjx@haiyuan-grou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171,899,578.53

1

80,824,202.8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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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035,001.53

-19,578,295.52

23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176,066.36

-21,351,206.84

17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097,755.68

-23,041,025.92

-15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1.53%

3.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91,151,571.74

1,897,968,271.16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6,527,744.05

1,560,375,160.60

1.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2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8%

48,557,100

0

上银瑞金资本-上海银
行-吴国继

其他

15.38%

40,000,000

40,000,000

李明阳

境内自然人

10.46%

27,191,250

0

上银瑞金资本-中信银
行-上银瑞金-慧富 1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69%

20,000,000

20,000,000

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6%

10,308,75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融通新区域新经
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96%

5,102,004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领先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4,350,49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盛世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4,339,826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2,752,448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
合

其他

0.87%

2,258,7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37,989,900

质押

13,900,000

前 10 名股东中，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和海源实业有限公司属于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企业；上银瑞金资本－中信银行－上银瑞金－慧富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部分高管人员；李明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光之子。除以上情况外，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
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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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因参加融资融券业务使其普通证券账户
持股数减少 2,063,399 股，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增加 2,063,399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
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一）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发展规划，以“和谐、改进、提高”作为指导思想，准确
定位“两化”产品——轻量化制品、智能化装备，准确把握市场走向，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实现了经营业绩的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89.9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2.68%，实现净利润
2,603.5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2.98%。

（二）主要业务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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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装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机械装备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8022.59 万元，同比增长 96.76%。一方面，
大型装备实现了出口，另一方面，经过 2016 年公司对机械装备业务的业务流程、人员组织、
产品结构等资源的重新整合及发展战略的重新制定，在 2017 年上半年呈现出了较显著的效
果，公司机械装备业务在业绩上取得了大幅增长。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内首家研制成功的 HB
透水砖液压机因其产品本身的绿色环保及优越的性能，配合国家“海绵城市”建设，通过广
泛推广，已成为公司 2017 年新的增长点。
2、复合材料轻量化制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复合材料轻量化制品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7,799.33 万元，同比增长
138.22%。在建筑轻量化业务方面，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易安特公司继续加强与中铁系统、中冶
集团、中国铁建、中国水利水电、中国电建等大型施工公司的合作，公司的建筑模板已应用
于上海、深圳、武汉、长沙、合肥、石家庄、沈阳、南昌、郑州、重庆、福州等多个省市、
百余个项目的地铁轨道交通项目，在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应用，也在迅速全面地推广中,
获得客户的广泛好评。报告期内，公司的建筑模板产品已在全国 18 个地下管廊项目中获得了
应用。
汽车轻量化业务是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依托公司在复合材料装备和工艺技术等方
面的优势，公司自主研发的复合材料全自动液压机、LFT-D 和 SMC 生产线及 HP-RTM 工艺碳纤
维制品生产线等能够极大满足汽车等现代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行业对复合材料零部件大批量、
高品质的汽车轻量化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子公司海源新材料已有多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公
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吉利、华晨宝马、宇通、柳汽等客户已陆续达成批量供货合作协议。
同时，与多家国内知名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和重要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在洽谈配套、供货相关
事宜。
3、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的国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6,526.59 万元，同比增长 4655.4%。公司 HE
复合材料全自动模压生产线自 2015 年底取得北美出口订单，并成功开拓北美市场以来，不断
创造佳绩，获得用户高度评价。2017 年 6 月又成功实现了出口销售西欧市场，用于欧洲知名
车厂配件生产。欧洲复合材料市场处于世界先进地位，也是高端汽车和汽车工业的集中区域，
汇集了奥迪、宝马、大众、雷诺等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商。此条生产线的成功出口，是对公司
的装备、技术、工艺、团队的又一次肯定。同时，公司的建筑模板已实现包括南美、北美、
中东、东南亚、台湾等地的出口销售，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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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碳纤维轻量化项目：
报告期内，首条HP-RTM等工艺的碳纤维车身零部件生产线已在全资子公司海源新材料
完成安装调试，且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在国内外业界产生广泛影响。公司已与多家客户在洽
谈合作，开发碳纤维零部件产品，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5、参股公司云度新能源
报告期内，参股公司云度新能源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许可证，
成为第十家获得新建纯电动车生产资质的企业、成为仅有的两家获得工信部审查通过的新能
源乘用车生产企业之一。2 月份，云度新能源在北京举行品牌发布会，成功发布π 1、π 3 两
种车型，并计划在 2017 年下半年推向市场。投资云度新能源，符合公司向汽车轻量化领域拓
展的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加快公司在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拓展，也有利于公司分享
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成长。同时，公司协助云度新能源在欧洲成立“云度新能源汽车
欧洲（意大利）设计中心”，并协助云度新能源进行各种车型的开发、设计和各种轻量化汽车
部件开发、设计。
(三)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171,899,578.53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80,824,202.86

112.68%

母公司出口业务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
全资子公司海源新材料本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
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以上综合因素使得本期营业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12.68% 。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营业成本
相应有所增加。因本期公司产量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加，导致本期公司部分产品成本有所下降，使
得营业成本增长的比例低于营业收入增长比例。
以上综合因素使得本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
长 91.91% 。

营业成本

116,165,046.60

60,531,462.99

91.91%

销售费用

10,614,867.61

12,399,859.62

-14.40%

管理费用

22,749,599.14

23,369,758.32

-2.65%

财务费用

2,726,314.86

3,521,486.79

-22.58%

所得税费用

4,769,136.62

378,265.81

1,160.79%

31,531,989.27

19,728,205.14

59.83%

研发投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097,755.68

-23,041,025.92

-152.15%

5

变动原因

本期差旅支出有所减少所致。

全资子公司海源新材料本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较
去年同期也有较大幅度增加所致。
本期公司加大了对定增项目研发投入所致。
子公司海源新材料多为大客户采购，结算周期较
长且采用应收票据结算比例较高；另外，本期子
公司海源新材料产量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
长，导致采购原材料支出较上年也有较大幅度增
长。以上综合原因导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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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1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249,546.29

-40,398,136.87

-61.52%

本期公司加大了对定增项目投入，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支出较
上期有较大幅度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0,726,964.90

584,910,905.32

-110.38%

因上期公司收到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及本期公司
收到银行借款资金较上期有所减少。以上综合原
因使得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
期下降 110.38%。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84,478,313.41

521,155,559.10

-135.40%

以上综合原因使得本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较上期下降 135.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增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海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良光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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