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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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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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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禾股份 60361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良波 应捷 

电话 0574-8802 0788 0574-8802 0788 

办公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万众村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万众村 

电子信箱 zhw@junhepumps.com zhw@junhepumps.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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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479,195.03 460,558,230.24 3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1,407,395.48 237,603,025.77 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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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54,941.44 85,812,217.55 -4.38 

营业收入 327,790,813.45 282,868,603.94 1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170,863.11 33,969,135.39 1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423,942.83 31,217,442.26 1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79 17.03 减少1.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45 -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45 -2.2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1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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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宁波君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3.60 53,602,790 53,602,790 无   

宁波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93 9,926,443 9,926,443 无   

陈惠菊 境内自

然人 

4.76 4,764,572 4,764,572 无   

宁波君之众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4 3,937,000 3,937,000 无   

张君波 境内自

然人 

1.27 1,269,195 1,269,195 无   

胡立波 境内自 0.75 750,000 750,000 无   



然人 

张逸鹏 境内自

然人 

0.75 750,000 750,000 无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05 52,523 0 无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1 9,264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1 5,40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宁波君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宁波君

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阿华、陈惠

菊、张君波持有 100%股权的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中，

张阿华、陈惠菊为夫妻关系，张君波为张阿华、陈惠菊

之子。宁波君之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公司

员工持股平台企业。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随着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和外部需求回暖，国内外贸政策措施效应持续显现，

带动了家用水泵行业的稳中向好；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积极领导下，公司上下勠力同心、

众志成城，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凭借行业领先的品牌、技术及管理优势，全力抢占市



场份额，持续改善公司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27,790,813.45 元，同比增长 1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38,170,863.11 元，同比增长 12.37%。 

（一）丰富产品系列，优化营销渠道 

公司在巩固强化现有市场份额，深挖现有客户潜在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市场

调研结果，积极研发适合北美、南美、东南亚等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系列。与此同时，公司通过拜

访、参加国际国内展会、客户转介绍等营销形式，接洽和培育新客户、大客户。公司将继续深化

自主品牌营销（OBM 模式），积极探索建设网络销售模式，开拓国内市场，提升“君禾”的品牌

影响力。 

（二）增强研发实力，夯实业绩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结合水泵行业及家用水泵细分行业发展趋势，合理配置研发资源，围绕

新市场、新产品的开发科技创新攻关，增强产品研发实力。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境内外专利 12

个，其中 1 个发明专利、7 个实用新型专利。上半年，公司与苏州大学合作设立博士后工作站，

致力于提升产品机组效率、优化振动噪音及搭建数值计算模型。 

在研项目中，WFP-200 小型自吸输送泵、QSB-136 系列新款潜水泵及 MSP-413T 系列一体式

双密封深井泵从小批量试制阶段到实现量产，QSB-F 海水养殖水循环泵从初样试制阶段进入小批

量试制阶段。 

公司主要在研产品及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 

项目

进展 

1 

WFP-200 小

型自吸输

送泵 

具备快速自吸功能，可实现 2mm 的最低吸水位能力，可以抽吸粘度不高的油污及各

种生活用水，是专为美国市场开发的一款家用水泵。 

1、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大扭力低噪音窜激电机电磁线参数设计计算； 

2、高寿命、高效率橡胶叶片泵设计计算，一体式的橡胶叶片具有高的耐磨性和优良

的曲绕性能，同时 NBR 材质是一种可耐各种油类液体的橡胶，使泵的抗腐蚀性能大

提高； 

3、泵头复合材料设计研发，满足产品的轻量化设计，尽可能优先选用工程塑料，关

键的部位如有高速摩擦则选用具备耐磨性的合金材质，来满足产品的设计要求； 

4、泵体内高效率流道设计，通过理论计算结合利用 CNC 快速制作的模型样实验验证

反复推敲，寻找出最高效率的腔体流道。 

实现

量产 

2 

QSB-136 系

列新款潜

水泵 

整个系列包括塑料外壳低吸水泵、普通污水泵；不锈钢外壳的清水泵污水泵、多级高

扬程潜水泵及深井泵系列，主要为 2016 年以后的销售季节开发的系列化新产品； 

1、进行系列化风格的工业外形设计，确保产品线的一致性新颖性； 

2、低水位启动性能的水力模型研发，根据市场调查当用户的厨房间或浴室的地面有

小量积水时，很多常规泵的最低启动水位都要求在 100mm 以上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使

用要求，因此需要设计开发一套低水（5mm 左右）启动的水力模型； 

实现

量产 



3、结构设计要求尽可能完善模块化布局，提高零部件的标准化率，可以减少采购、

仓储、物流、配送等各环节的成本； 

4、高扬程泵的整体密封结构提升，静密封处增加双重结构强化，电机轴动密封处利

用机械密封和油密封两类密封零件的优缺点进行有效互补设计。 

3 

MSP-413T

系列一体

式双密封

深井泵 

1、选用电机、叶轮一体式的布置结构，有效的解决了市场上即要求高质量产品又要

较低产品成本的苛刻要求； 

2、由于深井泵的工况条件为长时间高水压工作，电机旋转轴处的动密封一直为产品

的薄弱环节，采用机械额密封结构的方案，重点设计计算、实验认证内置机械密封结

构的热平衡性能，确保内置机密不要因为过热烧损； 

3、产品的轻量化及精简设计，需要对电容进行内置设计并对电机的密封腔结构进行

去油化调整，电机的电磁参数需要运用计算机软件重新设计，防止因电机缺少散热油

后电机的温升变得过高。 

实现

量产 

4 
充电式直

流泵研发 

此项目为发展更便携安全的家用水泵，其开发重点为： 

1、高转速离心泵设计开发，因直流电机在选用过程中考虑成本因素，一般都会选择

设计转速在 5000r/min 以上，所以原先采用的 2800-3400r/min 转速的离心泵水力模型

数据就不能匹配，需要运用流体分析软件优化出适合高转速的离心式高效水力模型； 

2、大功率无刷直流电机设计，传统电动工具大量采用的是有刷直流电机缺点是电机

运行效率低、运转寿命低，但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工作特点是短时、间歇式工作，通过

行星齿轮高转速比的特性来降低足以达到满需求的低转速扭矩值，如果把直流电机的

概念引用到水泵上来就大不同了，首先水泵的工作是连续运转，要求持续消耗功率，

所以对电机的运行效率和寿命有很高的要求；其次是水泵叶轮要求输入的是较高的转

速（2800r/min 以上），同时扭矩不允许很低这样就要求电机的输出功率就很高，有刷

直流电机的铁氧体磁体材料就不能选用，需选用更高效的钕铁錋磁体并需要配备高功

率电子换向器实现直流电机的高铸命运转； 

3、IPX4 防水结构设计研发，原先的陆地水泵虽然是 110V-240V 的电压源供电但所涉

及的密封都是静态密封，结构都比较可靠，但改用直流充电式电池包供电以后 IPX4

的防护结构就变成一个难点，一方面要考虑电池包能反复拆装同时又要能达到 IPX4

的防护要求；最大难点是还要能满足电池包的散热要，保持其长时间连续可靠工作，

所以需要创新结构解决这个矛盾点。 

初样

试制

阶段 

5 

QSB-F 海水

养殖水循

环泵 

1、耐海水不锈钢防腐蚀板料选用，需要满足的要求包括完全耐海水腐蚀可达 5 年以

上，板材需要有足够的韧性满足高变型系数拉伸要求；需要克服在长时间海腐蚀环境

下抗应力开裂倾向； 

2、静密封、动密封特种耐海水橡胶材料选用，需要从耐海水橡胶的几类材料中优选

适合做密封的材质，由于一台水泵密封件的工况比较复杂如有些地方需要能承受 100

度左右的高温并保持优良的密封性能，有些密封部位需要有较高的回弹性能有足够的

补偿能力，有些密封部位需要有非常高的曲绕性能及抗拉强度以满足高频次的交变应

力工况；因此需要做大量的试验从多种橡胶材质中优选可适用的原材料，从而提升海

水专用泵的寿命； 

3、铝合金材质质量轻，可通过压铸工艺制造薄壁零件，从常规的硅铝合金中加入一

定比率的镁元素可以提高铝合金的防腐性，但会增加零部件的气孔率，提升硅镁铝合

金的抗疏松性也是必需要攻克的难点。 

小批

试制

阶段 

6 

无线 wifi 远

程控制智

能化水泵 

1、内设水流探头、电机转速感应头、探测水泵的水流、电机的运转情况，配合智能

化集成线路板来控制水泵，使之高效运转；    

2、外设水位水温探测仪，能在无水或结冰的情况下保护水泵不干烧；    

初样

试制

阶段 



3、内置有无线 wifi 芯片，连结到用户的手机上，远程监测和控制水泵的运行情况，

在手机界面上全程设定和了解水泵抽水时间、抽水量、抽水扬程、水温、水位以及电

机运转状态等信息，实现水泵智能化控制。 

（三）深化流程革新，提升生产效率 

公司持续以自动压装、自动检测等生产线自动化设备替换部分人工，加强一线员工入职及在

职培训力度，提升产品稳定性及一次合格率、减少物料损耗。物流中心仓储条码管理系统一期正

式落地启动实施，旨在做到物料品质可跟踪追溯管理。 

2017 年下半年，公司将依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积极引进人才储备，加强研发技术实

力，增加产品产能，扩展家用水泵市场，努力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 2017 年 6 月 12 日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 

2017年8月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

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

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财

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