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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6                           证券简称：晶盛机电                           公告编号：2016-080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邱敏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晓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章文勇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晶盛机电 股票代码 30031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晓雯 陶焕军 

电话 0571-88317398 0571-88317398 

传真 0571-89900293 0571-89900293 

电子信箱 jsjd@jsjd.cc jsjd@jsjd.cc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422,290,218.92 237,418,391.31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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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75,307,087.12 45,542,039.23 6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4,432,130.51 44,292,859.67 45.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635,208.81 -64,777,487.39 -43.4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0414 -0.0733 -4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2.62% 1.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52% 2.5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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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0,674,493.89 2,362,841,131.68 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1,843,517,793.92 1,808,730,530.96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0829 2.0474 1.73%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3,070.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693,089.3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227,158.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0,908.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414,431.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33,755.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11,989.49  

合计 10,874,956.6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未被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的

政府补助 
7,550,238.12 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与日常经营相关 

投资收益 8,414,431.91 

盈利补偿与公司日常经营业绩无关。详见半年报全文第七节：合

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的（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其他说明 

小计 15,964,6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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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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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虞金轮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94% 477,411,940 0 质押 18,750,000 

邱敏秀 境内自然人 3.69% 32,663,400 24,497,550   

曹建伟 境内自然人 3.24% 28,694,820 21,521,115   

浙江浙大大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 12,960,000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14% 10,099,823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策略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4% 8,283,560 0   

毛全林 境内自然人 0.91% 8,066,520 6,049,89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消费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7,118,953 0   

何俊 境内自然人 0.74% 6,515,520 4,886,6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

能装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5,722,33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虞金轮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

人为邱敏秀女士和曹建伟先生，邱敏秀女士和曹建伟先生亦为本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邱敏秀女士与何俊先生为母

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策略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装

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

金，存在关联关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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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研发创新，丰富产品类别，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加强新产品推广力度，坚持高端客户定位，

紧紧抓住太阳能光伏行业的强劲增长势头及集成电路、LED等行业的良好发展机遇，依托多年来的技术创新与研发积累，主

营业务获得稳步发展，上半年经营业绩保持了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229.02万元，同比增长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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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利润总额8,235.37万元，同比增长55.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30.71万元，同比增长65.36%；公司主营业

务毛利率42.79%，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报告期完成的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1）加强研发创新 

      公司以“发展绿色智能高科技制造产业”为企业使命，坚持新材料和新装备的战略定位，加强研发创新力度，从客户角

度不断推动产品升级增效，不断提升装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巩固和提升现有技术优势。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经费投入

2,560.93万元，占营业收入的6.06%。通过与国内知名高校成立创新研究中心，以及新老研发人员师带徒等多种形式，对原

有晶体生长设备产品不断进行技术研发，赋予新的技术内涵。同时，公司逐步切入光伏产业链智能化装备，开发了一系列高

效线切加工设备，填补了国内产品空白，有利于客户在硅片生产环节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工、降低成本，得到了客户的广

泛认可。报告期内，公司“降低多晶炉下炉体抽气口焊接变形不良率”等两项技术获得2016年绍兴市优秀QC小组成果奖，基

于在研发实力、市场影响力的优势，上半年公司荣获了“2015年中国电子专用设备行业十强单位“、”2015年中国半导体设备

制造十强企业“、“2016浙江省最具成长性科技百强企业”、及绍兴市委、市政府颁发的“优秀企业特别奖”等诸多荣誉。 

    （2）深化市场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坚持高端客户定位，在太阳能光伏行业强劲增长的背景下，积极配合客户的

生产和技术提升需求，抢占市场，扩大市场影响力，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光伏、半导体、LED装备。同时加大新产品推广力度，

在光伏产业链的装备领域进一步做大做强，近年新开发的如单晶硅棒切磨复合加工一体机、晶棒单线截断机、硅块单线截断

机等新性能优越，技术先进的光伏智能化新装备放量销售，凭借优异的产品品质与领先的技术解决方案，目前公司主营业务

客户合作关系稳定，高端优质客户群的市场份额较为稳定并不断提高。 

    （3）强化资本实力与人才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全面落实经营目标，严格执行绩效考核，推动稳健经营，强化资本实力，于7月

中旬获得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非公开发行核准批复，为公司进一步推动“新材料、新装备“战略实施奠定了基础。公司通过在

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设立研发中心，吸引海内外高素质技术研发及管理人才加盟公司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还实施了预留

及暂缓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扩大股权激励受益面，将对核心骨干人才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为推动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打下扎

实基础。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晶体生长设备 198,855,555.59 107,758,333.88 45.81% 30.36% 34.19% -1.55% 

光伏智能化装备 97,376,068.38 52,390,060.99 46.20% 243.78% 264.44% -3.05% 

LED 智能化装备 40,767,122.71 29,469,946.55 27.71% 100.00% 100.00% -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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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为422,290,218.92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77.87%，本报告期营业成本为266,968,317.49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了84.87%，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5,307,087.12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5.36%，主要原因为：随着国

内光伏市场的强劲增长，公司上半年验收的产品同比增加；同时公司新开发的光伏智能化装备，如单晶硅棒切磨复合加工一

体机、晶棒单线截断机、硅块单线截断机等放量销售，高端装备的服务业务逐步开展，也为公司取得了较好收益。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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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12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2016年3月，新设

的浙江晶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完成。公司将其列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6年3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2016年4月，新设的内蒙古盛欧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完成。公司子公司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将其并入合并报表范围。 

    除上述以外，未发生其他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邱敏秀 

2016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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