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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9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2017-078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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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声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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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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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特佳 股票代码 0022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金飞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维龙 施 昱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路

666 号 

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路

666 号 

电话 0513-80169096 0513-80167888 

电子信箱 zwl510810@126.com formula_shi@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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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8,022,358.73 2,455,366,741.48 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4,555,221.99 178,139,239.11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0,975,932.63 168,090,743.18 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932,065.58 113,276,142.73 39.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9 0.0593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9 0.0593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 5.1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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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5,087,357.79 8,337,507,670.80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07,668,341.73 4,889,241,295.1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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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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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帝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21% 507,585,047 0 质押 475,580,000 

王进飞 境内自然人 15.76% 493,533,589 489,214,309 质押 493,514,560 

江苏天佑金淦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0% 353,832,788 70,766,559 质押 178,164,000 

北京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39% 325,438,596 65,087,719   

珠海世欣鼎成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0% 162,719,298 162,719,298   

珠海宏源田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4% 117,154,811 117,154,811 质押 117,154,811 

南京永升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9% 99,967,823 66,877,633   

光大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0% 81,359,648 81,359,648   

湘江产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0% 81,359,648 81,359,648   

西藏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3% 57,368,587 0 质押 57,368,5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帝奥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王进飞先生，两者为一致行动人；江苏金淦、北京

天佑、西藏天佑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永明先生，三家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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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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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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空调压缩机和汽车空调系统业务是公司目前最主要的经营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和富通空调均从事汽车空调压缩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南京奥特佳是全球最大的涡旋式汽

车空调压缩机生产企业，富通空调是国内最大自主品牌斜盘式压缩机生产企业。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共计销售各类

汽车空调压缩机共计404万台，同比增长23.93%，净增78万台，同比增长的原因一是本报告期相较于上年同期新增了合并富

通空调，二是公司原有压缩机销量同比实现增长。公司生产、销售汽车空调压缩机在国内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占2017上半年国内全部汽车销量市场份额的比例约为30%，比2016年度提高3个百分点。压缩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7.11

亿元，同比增长25.22%。                                                                                                                

      空调国际（集团）是知名跨国汽车空调系统生产企业，具有近50年的发展历程，卓越的研发能力是其核心的竞争优势。

2017年上半年度，空调国际（集团）共实现营业收入7.33亿元，同比下降13.49%，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受部分老车型下线

和新车型切换待上量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26.88亿元，同比增长9.48%；营业利润2.12亿元，比上年增长5.47%；利润总额2.16

亿元，同比增长0.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1亿元，同比增长7.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85亿元，同比增长3.60%；每股收益0.0589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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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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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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张永明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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