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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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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嘉捷 60131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克雷 包燕 

电话 0512-62741520 0512-62741520 

传真 0512-62860300 0512-62860300 

电子信箱 stock@sjec.com.cn stock@sjec.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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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2,468,440.42 2,806,527,185.59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6,380,099.58 1,578,387,780.6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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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2,708.37 -28,708,698.5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132,807,425.52 1,315,895,805.35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728,216.51 98,724,790.23 -1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456,152.92 93,613,439.34 -15.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6 6.44 减少0.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68 0.2533 -1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53 0.2492 -9.59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9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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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志峰 境内自然人 20.75 82,410,872 0 质押 10,340,000 

金祖铭 境内自然人 8.82 35,032,800 0 无   

吴炯 境内自然人 4.77 18,932,880 0 质押 6,800,000 

钱金水 境内自然人 3.41 13,530,928 0 质押 13,300,000 

王惠芳 境内自然人 3.27 12,976,000 0 无   

魏山虎 境内自然人 2.81 11,164,000 0 无   

张礼宾 境内自然人 1.88 7,479,059 0 无   

费惠君 境内自然人 1.76 7,000,000 0 无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

公司－中融（北京）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76 6,984,792 0 未知   

吕伟 境内自然人 1.52 6,038,719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除金祖铭与金志峰为父子关系；费惠君与吴炯为

母子关系；王惠芳与吕伟为岳母与女婿关系之外其余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虽然国家城镇化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

的出台，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增长,但受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影响依然明显。报告期内公司共

完成营业收入 11.33亿元，同比减少 13.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72.82万元，

同比下降 10.13%。 

截至 2016年上半年末，公司正在执行的订单金额约为 36.56亿元（包含国外项目中正在执行

的海外订单金额约为 4.42亿元）。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32,807,425.52 1,315,895,805.35 -13.91 

营业成本 758,732,351.53 928,848,587.69 -18.31 

销售费用 149,281,866.77 143,618,733.94 3.94 

管理费用 99,963,884.42 104,754,221.86 -4.57 

财务费用 -1,694,419.34 -8,278,027.3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2,708.37 -28,708,698.5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15,516.10 -23,132,937.6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014,788.60 -117,176,671.30 不适用 

研发支出 53,953,510.85 49,427,725.43 9.16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垂直升降电梯 519,713,260.94 345,296,134.27 33.56 -19.52 -22.04 2.15 



自动扶梯 226,859,832.05 159,686,442.30 29.61 -35.70 -40.29 5.41 

自动人行道 69,883,013.97 53,792,732.37 23.02 9.40 3.39 4.46 

安装、维保收

入 

192,924,924.82 122,817,145.23 36.34 38.78 44.05 -2.33 

精密铝合金压

铸件 

46,208,891.49 35,305,505.37 23.60 -20.81 -26.21 5.59 

零部件销售 48,559,231.75 25,087,900.73 48.34 20.89 2.62 9.20 

其他收入 20,195,702.39 10,364,099.09 48.68 120.72 175.75 -10.24 

主营业务小计 1,124,344,857.41 752,349,959.36 33.09 -14.12 -18.55 3.65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1、自动扶梯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系轨交、城际铁路等项目工期较长，致使发出商品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2、安装维保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系全球化网络服务的优势，促使收入增长较快所致。 

3、其他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系改造项目增加所致。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861,613,618.92 -17.40 

国外 262,731,238.49 -1.27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公司电梯国内销售收入比上年减少

了 17.40%；电梯出口基本平稳，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1.27%。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品牌化服务，为公司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品牌服务是未来国内电梯行业核心竞争力。电梯的生命周期包括了生产设计、销售、安装、

维修和使用管理等 5 个主要环节。未来电梯行业的竞争已不在是单纯的核心技术竞争，更是技术

和维修服务的竞争，谁拥有完善和及时的服务能力，谁就会领导市场。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取得安

装维修许可证分公司 28 家。 

一直以来，江南嘉捷电梯坚持以诚服务领先市场，提供"服务第一，反应最快"的 24 小时热线

服务。建立了一套快速的标准服务流程，为电梯的安全运行和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科技创新引领未来 

新产品开发，注重从客户需求和服务市场开始。自成立以来，公司已经设计、生产和销售多

系列产品。并不断根据客户的需要，为其研发、设计生产电梯。公司秉承一贯坚持的环保理念，

认为节能电梯是未来市场的主要趋势，并紧跟市场需要，致力于研制和向市场推广新一代的绿色

环保节能的电梯产品。本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包括：电梯物联网开发、智能楼宇监控系

统开发、扶梯控制系统的设计（带有变频糅合星-三角控制）、M300 无机房乘客电梯开发(2.5m/s)、



E500-H 高速梯开发、FEB 手推车购物梯产品开发、小机房担架电梯、新型立体停车库、龙门架结

构新型别墅梯等。在生产制造领域，公司非常强调精准计划、精益化生产，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

并取得了明显成绩。 

3、电梯物联网，助推公司竞争力持续提升 

电梯物联网技术可以提高电梯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现电梯运行、使用、维保等过

程的智能化管理。公司开发的电梯物联网和楼宇监控系统将实现电梯运行数据的实时传输和捕捉，

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建立电梯所有的关键信息档案，对运行的电梯运营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从而

提高电梯的运行、管理、维保的效率，极大地提升了电梯运行安全性和维保的及时性。通过打造

电梯物联网技术解决方案，从而增强公司在未来市场的竞争力，确保公司能够适应市场的要求，

并快速的发展。 

4、全球化服务网络优势 

公司结合自身业务和目标客户的特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公司的营销服务网

络以总部为中心，强调国内外并重，直销、代销相结合、分支机构直接营销服务与代理商服务交

叉互补，目前网络覆盖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及时对市场信息、客户需求做出全面、迅速、

准确的反应。在国外，公司在重点国家及主要地区拥有一级经销商共超过 100 家，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本公司的品牌和知名度，是公司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2015 年 9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新疆宏盛开源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参与投资新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宏盛开源”），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2015-048 号公告《关于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报告期内，宏盛开源于 2016 年 1 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2016-002 号公告《关于江南嘉捷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2、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新疆方圆慧融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方圆慧融”）进行的现金分配

2,208.49 万元。根据合伙协议规定的损益分配原则，合伙企业首先按照合伙人各自实际出资额向

全体合伙人分配金额，直至现金分配达到合伙人的实际出资额后再分配收益。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现金分配 2,208.49 万元，其中收到本公司的实际出资额 1,500 万元，收到的投资收益 708.49 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于 2014 年投资方圆慧融的 5,000 万元出资额已全部收回，累计已收到的

出资额及利润分配共计 5,708.49 万元。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 2016年 6月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孙公司共 7家，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本公司本报告期合并范围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2016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