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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6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7-082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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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达动力 股票代码 00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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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欣 朱维维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兴石路 58 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兴石路 58 号 

电话 0513-86213861 0513-86213861 

电子信箱 tongda@tdchina.com tongda@td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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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545,518,601.33 382,216,290.61 4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817,080.23 -6,335,961.45 38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26,001.21 -7,648,696.87 1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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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94,124.43 6,156,117.06 54.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79 -0.0384 380.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79 -0.0384 38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0.91%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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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648,155.06 982,006,554.73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7,182,828.75 851,016,748.52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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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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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煜峰 境内自然人 24.01% 39,637,483 39,637,483   

天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7% 9,862,517    

羌志培 境内自然人 4.61% 7,617,048    

王岳 境内自然人 3.96% 6,533,413 4,900,06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2.60% 4,288,823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海-

浦江之星 177

号集合资金信

托 

其他 2.57% 4,249,300    

姜客宇 境内自然人 2.03% 3,349,977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聚信

8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27% 2,095,820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海-

浦江之星 165

号集合资金信

托 

其他 0.75% 1,237,224    

蒋政一 境内自然人 0.73% 1,20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姜煜峰与姜客宇为父子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姜煜峰、羌志培、王

岳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上述四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述四名股东

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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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蒋政一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00,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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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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17 年 03 月 3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4 月 01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魏少军、魏强 

变更日期 2017 年 03 月 31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7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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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国内大型项目减少，但改造需求仍然存在，一带一路致基建方面的需求初步释放；国内风力发电的市场

趋于饱和，有从西北地区规模级电厂向东部沿海单元化、变桨低风速和海上风电方向发展的趋势；贸易壁垒和人民币汇率波

动较大，给国际市场带来较大冲击，但国际市场上风电的市场发展仍然稳步向上；细分市场潜力巨大：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伺服电机、高效电机（IE３，高牌号，欧美市场）给公司带来了增量发展的机会。 

公司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了主攻方向和营销策略，将外资客户、新能源电机市场作为主攻方向，营销布局、

市场调整得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市场萎缩的局面，取得了相对稳定的成绩，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551.86

万元，同比增加42.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1.71万元，同比增加381.21%。 

公司通过多项举措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ERP系统升级改造有序开展，有效提升成本核算等财务管理能力，推动公司整

体管理水平日趋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化；同时，办公信息化和沟通便利化水平大幅提高。 

在技术研发领域，江苏省特种电机铁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人才的培养，更好

地提升本企业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生产过程中大力加强自动化项目的研发，促进产业化转型升级。 

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上市公司的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股东大会决议，认真履行各项职责，积极发挥董事会的作用，

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为了更好地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适应下一步开展资产整合的需要，理顺公司业务架构关系，公司将母公司拥有的除

3,000万元货币资金及对通达矽钢的长期股权投资和相关税费外的全部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通达矽钢。划转完成后，

公司现有业务的生产经营将全部由全资子公司通达矽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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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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少军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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