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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7                         证券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7-058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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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达 股票代码 0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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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莎 蒋薇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 号 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 号 

电话 86-21-69926126 86-21-69896737 

电子信箱 yangls@stepelectric.com jiangwei@stepelect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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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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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622,660,131.39 1,028,529,610.90 5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194,605.83 90,490,308.67 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5,915,062.85 70,765,820.28 2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1,642,040.06 -26,834,629.27 763.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99 0.1504 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99 0.1504 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 3.75%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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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777,051.87 4,438,051,557.82 2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5,348,659.34 2,718,909,522.5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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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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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德法 境内自然人 17.88% 110,915,804 83,186,853   

刘丽萍 境内自然人 6.32% 39,221,160 0   

纪翌 境内自然人 5.78% 35,872,939 26,904,704   

曾逸 境内自然人 5.00% 31,011,206 31,011,206   

袁忠民 境内自然人 4.79% 29,735,817 22,301,862   

朱强华 境内自然人 4.70% 29,140,919 21,855,689   

张为 境内自然人 3.35% 20,762,500 0   

王春祥 境内自然人 1.98% 12,277,519 9,208,139   

蔡亮 境内自然人 1.31% 8,135,479 6,101,609   

张为菊 境内自然人 1.26% 7,838,793 7,838,7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 1 大股东纪德法与第 2 大股东刘丽萍为配偶关系，第 3 大股东纪翌为

纪德法与刘丽萍之女，上述三名股东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第 4 大股东曾逸与第 10

大股东张为菊为配偶关系，上述两名股东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此外，未知上述其

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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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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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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遵照年初提出经营目标，紧紧把握工业自动化行业快速发展的态势，依托自主创新及技术先导战略，不

断提升产品生产能力和工艺质量水平，稳步有序地开展了相关经营活动，上半年机器人及运动控制系统产品业务迅猛增长。

另一方面，公司继续加大机器人及运动控制系统产品系列化的研发，深化现有市场并积极拓展新领域，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

度。 

在大力拓展机器人及运动控制系统产品业务的同时，持续深耕电梯控制系统产品及节能工业传动产品领域，着力深化从

提供核心部件产品向为客户提供电气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延伸，并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266.01万元，同比增长57.77%；其中来自机器人与运动控制类产品业务的

营业收入为115,109.42万元,占公司总体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70%。实现利润总额13,961.15万元，同比增长21.4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19.46万元，同比增长9.62%。 

公司的核心产品——自产机器人本体销售数量取得了半年突破千台的可喜成果，年初确定的“自产机器人本体销量在

2016年度突破800台（套）的基础上继续倍增”的关键性经营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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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工业自动化控制 1,622,660,131.39 1,238,549,141.58 23.67% 57.77% 64.90% -3.30% 

分产品 

电梯控制类产品 216,394,914.23 151,298,355.17 30.08% 7.21% 9.75% -1.62% 

节能与工业传动

类产品 

129,907,397.05 67,012,969.50 48.41% 16.07% 15.73% 0.15% 

机器人与运动控

制类产品 

1,151,094,161.94 919,096,689.09 20.15% 91.25% 95.52% -1.75% 

其他产品 125,263,658.17 101,141,127.81 19.26% 10.96% 18.61% -5.21% 

分地区 

境内 1,506,703,755.62 1,164,325,430.63 22.72% 58.12% 64.80% -3.14% 

境外 115,956,375.77 74,223,710.94 35.99% 53.34% 66.47%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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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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公司按照相

关文件要求及相应起始日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

他收益项目列报。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前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

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该变更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1）利润表中新增"其他收益"项目。 执行国家规定、该事项已经过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次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审议通过 

其他收益 

（2）将自2017年1月1日起至6月12日的政

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

他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执行国家规定、该事项已经过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次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审议通过 

其他收益增加25,872,346.63元，营业外收

入调减25,872,346.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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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末被购买

方的净利润 

杭州之山智控

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6月

30日 
405,000,000.00 100.00 支付现金 

2017年6月30

日 

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经

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

款按协议应支付部分已全

部支付，并办理完毕工商变

更手续。 

0.00 0.00 

2、合并成本及商誉 

 杭州之山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合并成本  

（1）股权收购成本小计 405,000,000.00 

—现金 405,000,000.00 

—发行股票  

合并成本合计 405,0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份额 

61,817,170.19 

商誉 343,182,829.81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杭州之山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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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164,186,807.49 154,846,807.49 

流动资产 153,018,574.58 153,018,574.58 

非流动资产 11,168,232.91 1,828,232.91 

负债： 102,369,637.30 100,034,637.30 

流动负债 100,034,637.30 100,034,637.30 

非流动负债 2,335,000.00  

净资产 61,817,170.19 54,812,170.19 

取得的净资产 61,817,170.19 54,812,170.19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纪翌 

                                          201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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