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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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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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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表示 “因公司 2016 年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为

无法发表意见，公司正在组织选聘审计机构重新对 2016 年年报进行审计，目前还未最后确定

审计机构。另外，公司正在对内控制度进行修订，并正在选聘内控鉴定机构就内控的有效性进

行评估。因此目前无法准确评估期初数对本期财务报告的影响，亦因内控缺陷尚在改进过程中

而无法评估其对本期财务报告的影响。”特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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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昆机 600806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昆明机床 0300   



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贺喜 王碧辉 

电话 86-871-66166612 86-871-66166623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 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 

电子信箱 hexi@kmtcl.com.cn wangbh@kmtc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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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192,042.71 2,328,197,043.67 -1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3,483,643.39 418,150,145.65 -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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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45,790.81 76,605,646.40 -181.52 

营业收入 274,846,146.60 253,174,146.02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666,502.26 -108,922,583.38 4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4,257,537.83 -124,327,644.94 2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5.38 -13.05 减少32.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21 3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21 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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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99（其中 A股 32,988户、

H股 111户）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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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未知 25.30 134,354,498 0 未知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5.08 133,222,774   未知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6.43 34,153,444   未知   

蔡瑞雯 未知 0.33 1,730,6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32 1,725,900   未知   

郑海御 未知 0.31 1,660,428   未知   

黄桂芳 未知 0.28 1,479,400   未知   

BAI YUANQIN 未知 0.25 1,306,000   未知   

张淑平 未知 0.24 1,260,200   未知   

董灿 未知 0.23 1,239,877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除国有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外，公司不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

披露之主要股东外，于 2017年 6月 30 日，根据中国《股

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 60条及《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2016年修订）》

规定，其他股东之持股量并未达到需要报告之数量而根

据香港证券《公开权益条例》第 16（1）条规定，本公

司并无获悉其他人士拥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10%或以上

权益。 前 10名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达 5%以上（含 5%）

股份的股东有 3户，即 HKSCC Nominees Limited(以下

称：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境

外上市外资股，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

份类别为国有法人股，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有法人股。上述股东所持股

份未发生变动、质押、冻结或托管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1）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系代理客户持股。本公司未接获有本公司 H 股

股东数量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10%的情况，亦未接获超过 H 股总股本 5%的 H 股股东情况。 

2）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并无获告知有任何人士（并非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员）于本公司股

份或相关股份拥有权益或持有淡仓而需遵照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第 2 及 3 分部之规

定向本公司作出披露，或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36 条规定，须列入所指定之登记册之

权益或淡仓。 

3）于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监事概无在本公司或任何相联法团（定义见《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XV部）的股份、相关股份及/或债券（视情况而定）中拥有任何根据《证券及期货条

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的权益或淡仓（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该些章节的规定被视为或当作这些董事或监事拥有的权益或淡仓）、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52条规定而记录于本公司保存的登记册的权益或淡仓、或根据《标准守则》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

交易所的权益或淡仓。 



本事项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督促上市公司股东认真执行减持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规定的

通知》的规定公告。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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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床工具消费额呈现同比小幅增长或持平的状态，今年产业运行和出口

将呈现趋稳回升，进口降幅将收窄，2017 年金切机床仍呈现走弱可能，全年运行呈现持平，金属

成形机床和工量具呈现回升态势。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传统产品严重过剩,

用户需求快速升级，国际化竞争加剧，盈利模式发生巨变。与此同时，世界新一轮科技创新正在

加速推进，基于互联网环境的集成化智能制造正在悄然兴起。机床行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逐步增大,

呈现阶段性特征，机床工具市场出现趋稳状态，行业运行下降空间缩小，触底可能性增大。 

1）营销工作 

1. 优化营销体系结构：优化公司营销体系，形成地域+行业营销体系结构。国内营销区域由

原 12 个营销中心，优化为 8 个；海外市场独立运行；组建风电、汽车零部件、模具三个

行业销售团队，深耕行业市场； 

2. 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业务能力，打造专业化机床营销团队。营销服务体系从业务流程、产

品知识、商务谈判及礼仪规范等方面，组织了多次培训工作，着重提高销售队伍的营销技

能、增强专业知识； 

3. 加强渠道建设，报告期共签订合同 2.3 亿元； 

4.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各营销中心致力于维护老客户关系、开拓新客

户资源，紧密布局老客户回访计划、新客户拜访计划，形成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

反馈、有总结的销售管理措施； 

5. 加强应收账款及库存机床管理，借助营销激励政策，有效的提升老款回收力度及去库存效

率。 

2）技术   



依托成飞专项，深入开展五轴技术应用与研究，针对风电、汽车零部件、模具重点领域，加

强用户典型零件加工完整解决方案工艺研究； 

质量 

深入推进“精品工程，擦亮品牌”两项工程，完成产品整改 332 项，完成率 96.3%，责任

状质量指标达标率 73.24%，质量成本与去年同期比较下降 266.84 万元； 

加强质量考核，根据《质量考核管理办法》,对 2017 年机床产品质量进行考核,全年考核金

额总计 19.17 万元,其中处罚 14.99 万元,奖励 4.17 万元; 

报告期内，组织参赛的四个项目中荣获 2017 年度全国机械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

果三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另外，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荣获二等奖。 

4）成本  

公司以设计为源头，从采购、制造、装配到包装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降成本工程，通过优

化设计、货比厂家、自制改外协、国产代替进口、消化库存等多种手段充分发挥成本控制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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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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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