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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2017-051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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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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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得控制 股票代码 00218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秋农 夏庆立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 777 号 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 777 号 

电话 021-60572990 021-60572990 

电子信箱 wuqn@hite.com.cn xiaql@hi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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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29,333,637.12 768,377,535.00 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37,820.74 10,141,080.99 -7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935,284.15 6,989,036.64 -184.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5,820,340.42 -25,212,247.02 -597.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4 0.0454 -74.89%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4 0.0454 -74.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1.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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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3,425,966.74 2,156,280,659.19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1,833,700.49 1,110,155,495.7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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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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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泓 境内自然人 21.53% 52,279,540 39,209,655 质押 1,600,000 

郭孟榕 境内自然人 19.60% 47,593,994 35,695,495 质押 1,100,000 

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赢

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03% 9,778,067 9,778,067   

赵大砥 境内自然人 3.92% 9,509,302 7,131,976   

高旭 境内自然人 3.15% 7,636,861    

吴涛 境内自然人 1.24% 3,004,807 3,004,807 质押 2,700,000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陈泳平 其他 1.24% 3,004,807 3,004,807 质押 3,004,807 

许志汉 境内自然人 1.21% 2,939,738 0   

劳红为 境内自然人 1.20% 2,919,738 0   

许百花 境内自然人 0.79% 1,9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许志汉与许泓系父子关系，郭孟榕与劳红为系夫妻关

系，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上海证券设立和管理，

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泓和郭孟榕各出资认购。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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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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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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伴随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影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其中，传统行业依然面临去库

存、去产能的压力；新能源风电行业用户进一步集聚、总体装机量和行业需求增速趋势逐年下降；设备制造业虽显现复苏迹

象，但转型升级和结构化调整依然面临长时间的挑战。为应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公司上下通过统一思想、树立信心、

调整结构、有效激励等措施；通过加大市场客户端的投入和开发，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与精准实施，围绕三年业务发展的目

标，提升经营管理质量，力争使公司步入稳定持续发展的通道。 

（一）智能制造业务板块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数据显示，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制造业市场需求进一步

改善。报告期内，公司在去年组织结构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业务结构，突出市场先导功能，强化研发的过程管理，形

成以用户市场需求的精准定位，紧扣解决用户端应用存在的问题，在聚焦的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空调、制药、能源等具有

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结合核心自主产品和自有技术，通过内外部技术、产品、市场的协同，有效推进智能制造业务的发展。 

公司在注重以内生增长，提升核心产品竞争能力的同时，通过鼓励员工内部创业、组建行业合资公司、外部参股等多种

外延增长方式，加强在上述聚焦行业智能制造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解决方案业务的市场拓展。与此同时，通过减少港口、传

统电力、冶金、矿场等传统行业业务的资源投入，集中有限资源在行业与地域采取不断细化的策略，以目标大客户为业务市

场的切入点，持续优化客户结构，提升行业智能制造业务发展的质量。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制造业务整体实现营业收入

17,928.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11%；同时，因商品采购价格上涨，同期营业成本上升27.44%，导致毛利率同比下降3.48%。 

（二）新能源业务板块 

1、大功率电力电子产品业务：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根据相关重点企业及行业咨询机构数据分析，2017年上半年风电投资增速趋缓，新增装机预计在550

万千瓦左右，市场需求延续2016年的态势，市场增速依然呈下降趋势。受此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大功率电力电子产品风电风

机变流器的市场销售低于公司预期目标，同时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电机驱动控制器市场开发尚需时间取得规模化效应。报告期

内公司大功率电力电子产品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公司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抓手，通过市场销售团队的重组，进一步加大了市场资源的整

合力度，不断优化客户结构，努力突破市场日趋集聚后的重点大客户，并逐步成为国内行业领先的风机整机厂商的主要核心

供应商；进一步完善供应链管理，通过降本增效满足风机电控设备需求方的降本需求；持续加强精细化管理，精益化生产，

严格控制费用预算；加强核心经营管理团队建设，建立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组织和机制，通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以及完善绩效

评价考核机制，推动人才梯队建设，力争尽快走出业绩低谷。 

2、新能源电站EPC业务： 

新能源电站EPC业务主要是承接光伏电站和风电场项目的开发、设计、成套设备、工程建设和运营。2016年8月设立的

控股子公司南京海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为该业务的实施主体，目前主要行业客户包括上电新能源、国电投、深圳能源、北控

水务等国内发电集团成员及收购新能源发电资产的上市公司等。 

根据《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2020年光伏装机量达到1.05亿千瓦，发展重心在分布式光伏，加之从2017年1月1日起，

光伏标杆上网电价下调，但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不做调整，导致分布式光伏建设提速，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趋缓。在电

价下行及电力系统深刻变革背景下，报告期内，南京电力加大资源开发力度，提高项目投资的评估能力，完善和优化电站EPC

业务综合解决方案的能力，有效降低项目建设成本；通过资源整合，积极探索新能源电站建设的商业合作模式；运营管理方

面，南京电力严格控制管理费用支出。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电站EPC业务发展符合预期。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板块实现整体营业收入17,511.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08%，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

降4.57%。 

（三）工业电气产品分销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工业电气产品分销团队通过优化经营管理流程，持续降本增效，提升综合盈利能力；通过坚持内部各级

培训制度，不断提升业务团队专业销售能力和技术支持能力；通过丰富可供产品种类，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新增代理品牌产

品销售实现较大幅度增长；涉及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轨道交通等行业的机械设备制造细分领域，销售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工业电气产品分销业务板块是实现营业收入47,492.82万元，同比增长10.49%，毛利率11.36%，同比增长0.36%，

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制定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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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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新设成立上海海得麒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并于报告期内取得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10117MA1J1YRP0K《营业执照》； 

公司本期新设成立济南海得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并于报告期内取得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颁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100MA3CT9T51L《营业执照》； 

公司本期新设成立上海融和海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并于报告期内取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5MA1K3L844Q《营业执照》； 

公司本期新设成立山西上电海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并于报告期内取得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140100MA0H2KW79R《营业执照》； 

公司本期注销吉林海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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