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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2017-076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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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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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意压缩 股票代码 0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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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彪（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 巢亦文 

办公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 1 号（高新

开发区内） 

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 1 号（高新

开发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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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98-8470237 0798-8470237 

电子信箱 hyzq@hua-yi.cn hyzq@hua-yi.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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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608,287.42 3,511,828,524.87 2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405,355.06 126,324,223.85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2,836,226.15 108,604,360.11 3.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5,100,571.02 -316,249,334.4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71 0.2257 -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71 0.2257 -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0% 5.51%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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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7,620,078.37 8,102,493,985.32 1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76,810,817.52 2,446,557,146.46 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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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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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95% 201,503,205 0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 28,7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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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1% 8,435,57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稳健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9% 6,856,769 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4% 6,52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6,152,947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5,828,481 0   

赵美贞 境内自然人 0.76% 5,264,750 0   

王辉 境内自然人 0.70% 4,845,211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聚富产品 其他 0.66% 4,592,88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与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八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赵美贞持有 5,264,750 股，全部系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王辉持有 4,845,211 股，其

中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4,836,689 股,普通账户持有 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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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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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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上半年，宏观经济环境依旧复杂，冰箱压缩机行业竞争依然激烈。在公司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

公司紧紧围绕“解放思想，着力创新，做强主业，发展新业”的年度工作主线，继续实施“由大向强”的战

略，在登顶珠穆朗玛峰（指冰箱压缩机行业全球第一大）后，继续攀登乔戈里峰（指冰箱压缩机行业全球

第一强）。公司坚持利润导向，全力拓展市场，重点推进变频、商用、超高效压缩机的研发和市场推广，

提升产品结构；坚持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进行生产线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

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持续夯实基础管理，提升运营效率；顺利实施配股，提升公司综合实力；积极

拓展新型产业，成功收购上海威乐公司，布局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领域；精心扶植新产业，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加西贝拉贸易公司、加西贝拉科技服务公司、上海威乐公司业务量不断增加，报告期均实现盈

利。 

报告期，经全司员工的努力，较好地完成了2017年上半年的经营目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公

司生产压缩机2,432万台，销售压缩2,360万台，同比分别增长16.87%、13.90%，国内冰箱压缩机市场占有

率29.63%。其中变频压缩机销量199万台，同比增长141.43%；商用压缩机196万台，同比增长6.05%。报告

期压缩机产品虽略有提价，但提价幅度不足以抵销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报告期产品毛利率略有下

降。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6,561万元，同比增长24.3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641万元，同比增长0.06%。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全年的目标任务，坚定不移做强主业，力争成为“全球第一强”，全

力以赴发展新业，努力实现新业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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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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期相比，报告期因加西贝拉投资购买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75%股权，本期合并报表范围

新增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住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

威乐路1号；法定代表人：周建生；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成立日期1999年6月22日；经营期限：1999

年6月22日至2037年6月21日，经营范围：汽车空调器及零部件的加工、生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汽车空调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报告期，上海威乐公司总资产22,053.50万元，净

资产7,134.07万元，营业收入5,453.12万，净利润229.08万元。 

 

 

 

                                                                             董事长： 杨秀彪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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