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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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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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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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71,116,052.95

171,899,578.53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181,223.61

26,035,001.53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27,588.50

16,176,066.36

-8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066,556.08

-58,097,755.68

3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7

0.1001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7

0.1001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1.65%

0.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092,136,705.80

1,898,873,450.84

1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4,364,452.18

1,567,636,401.66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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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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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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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

22,19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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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3,458,200

0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
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2,999,971

0

张月娟

境内自然人

0.57%

1,470,100

0

何静

境内自然人

0.55%

1,431,0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34,900,000

质押

20,8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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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光先生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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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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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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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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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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产品的技术研发，加大市场
开拓力度，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11.61
万元，实现净利润 2,618.12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积极推进市场拓展工作，推动战略落地
汽车轻量化制品业务是公司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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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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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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维护与服务好吉利、宁德时代、
华晨宝马、宇通、东风柳汽等现有核心客户的同时，积极开拓其他市场，陆续斩获欧拓中国
及宝马的底护板以及合肥国轩（国轩高科之全资子公司）、欣旺达等主流汽车动力电池厂家电
池盒上盖等项目，有利提升了公司汽车轻量化项目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截至本半年度
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已取得 14.05 亿元至 17.58 亿元金额的订单，其中吉利订单包括 LCV
车型 5.11 亿元至 8.64 亿元、MPC-1 项目 4.5 亿元；电池盒订单包括宁德时代 1.5 亿元、合肥
国轩共 1.89 亿元、欣旺达 6,500 万元；欧拓底护板订单 4,000 万元。以上订单将于今年四季
度逐步投入批量生产。
碳纤维轻量化项目方面，公司与意大利朗基尔共同研发设计的纯碳纤维样车身“海源
Albert”已亮相于 3 月份的 JEC 法国巴黎复合材料展，再次证明了公司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全
车身配套领域的领导地位。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促进与多个车企关于开发设计碳纤维车身的
合作，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在建筑轻量化业务方面，公司复合材料建筑模板因安全环保、省工节材等优点在全国管
廊工程、轨道交通、路桥隧道、建筑施工、市政项目等公建领域应用全面开花，目前已与中
国交通、中国中铁、中冶建工、中国铁建、上海地铁、深圳地铁、万科、绿地等企业建立长
期合作，在巩固现有合作伙伴的基础上，参股公司易安特继续积极拓展其他大型建筑企业，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在国家金融“去杠杆”的政策及全球贸易争端频发的大背景
下，公司建筑轻量化业务（包括模板台湾市场及国际市场）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随着近期国
家对内扩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及中美贸易争端双方进一步的磋商，公司模板业务订单情况有所
好转。
在机械装备业务方面，公司继续发挥自身大型智能装备工艺综合技术的核心竞争优势及
“利废、节能、减排、节人”的品牌“绿色”价值，不断探索及推动细分行业市场的升级改
造。新推向市场的菌菇套袋机在国家扶贫政策、农业自动化升级市场需求及自身综合实力三
重自然利好条件下，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力度拓展福建古田、湖北、
黑龙江、贵州等在农业自动化工厂化基础较好省市的农机市场。在全球贸易争端频发的大背
景下，公司机械装备出口业务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随着近期中美贸易争端双方进一步的磋
商，出口业务订单情况有所好转。
2、调整产品结构，促进新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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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看好新型物流托盘的广阔市场，为了进一步推进新型物流托盘业务的发
展，全资子公司海源智能装备与山东鼎信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鼎信”）合资设立
了福建海之信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之信”）。利用公司在复合材料领域设备和工艺
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与山东鼎信共同研究开发出外形好、强度高、成本低的热塑性复合材料
物流托盘。目前，海之信公司积极开拓复合材料物流托盘市场，已与多家大客户、建材厂建
立友好的沟通机制，陆续开展深入合作，并努力发展各省市经销商，为今后提升市场占有率
夯实基础。
此外，凭借公司复合材料建筑模板公建市场良好的销售态势，针对市场容量巨大的房建
市场，公司成功研发了新产品——太空板，其具有灵活、质轻、耐久、防水、质优、环保六
大特点，可以完全替代市面上各类平面建筑模板。该产品将为建筑模板的顶板系统带来颠覆
性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房建体系的变革，预计今年四季度批量面市。
3、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公司转型升级
2018 年 3 月，为加深公司与吉利新能源公司在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全资子公
司海源新材料与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海源新材料义乌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意向
书》，双方约定海源新材料拟在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且紧邻吉利新能源公司的区域投资建设
“海源新材料义乌生产基地项目”。
为了推动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于 6 月中旬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投资于“汽车轻量化
复合材料部件—义乌生产基地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将为吉利新能源公司及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旗下整车企业和华东区域的其余汽车整车相关企业提供轻量化车身部件，能够降低相关车
企配套采购成本。此外，该项目建设将有利于公司延伸产业链，扩大公司在汽车制造行业的
影响力，推动业务持续发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4、继续运用参股公司云度新能源，深入布局汽车轻量化产业链
2018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实施，新政针对续航里程做了进一步调整。云度新能
源对该新政策的实施率先做出反应，7 月底成功发售两款最大续航里程超过 500 公里的新车
——云度 π1 Pro 和云度 π3 Pro，再次走在了众造车新势力的前端。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与云
度新能源开展汽车复合材料轻量化方面的推广与合作，公司将继续运用云度新能源这个平台，
不断深入布局汽车轻量化产业链，发挥好新能源整车企业与汽车复合材料轻量化制件的协同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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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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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71,116,052.95

171,899,578.53

-0.46%

营业成本

112,204,902.67

116,165,046.60

-3.41%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5,095,590.33

10,614,867.61

42.21%

本期公司加强汽车板块及农机板块业
务销售工作，相应的销售费用职工薪
酬、业务招待及差旅费用有所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29,747,089.44

22,749,599.14

30.76%

本期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及业务招
待费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所致。

9,329,980.61

2,726,314.86

242.22%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公司募集项目持
续投入，募集资金余额较上年度有较
大幅度下降，导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本期公司银行
贷款利息支出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
加。以上综合原因使得本期财务费用
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

-108,758.99

4,769,136.62

-102.28%

本期全资子公司海源新材料所得税费
用支出减少所致。

13,398,122.20

11,267,078.73

18.91%

本期研发项目投入有所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066,556.08

-58,097,755.68

39.64%

本期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及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较上期有所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420,773.98

-65,249,546.29

51.85%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收到金山厂房拆
迁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9,351,192.79

-60,726,964.90

230.67%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吸收筹资收到的
现金较上期有较大幅度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2,830,180.00

-184,478,313.41

106.95%

以上综合原因使得本期公司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期同比增加
106.95%。

财务费用

所得税费用
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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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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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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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增子公司福建海之信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良光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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