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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1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公告编号：dq2018-03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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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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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元科技 股票代码 0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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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成明 陆枢壕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号 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号 

电    话 0512-68241551 0512-68241551 

电子信箱 dmc@cykj000551.com dmc@cykj000551.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04,830,885.77 1,302,439,660.21 1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184,939.89 49,953,222.80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139,456.54 40,052,604.17 1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846,881.57 316,126.03 28,32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4 3.0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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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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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7,776,491.40 4,217,485,918.06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7,443,925.51 1,616,783,073.5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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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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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3 137,343,001 0 - - 

徐  东 境内自然人 4.998 19,994,606 0 - - 

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0 10,009,534 0 - - 

王柯华 境内自然人 2.06 8,243,850 0 - - 

张  铂 境内自然人 1.88 7,528,439 0 - - 

张  铱 境内自然人 0.95 3,782,950 0 - - 

陈越孟 境内自然人 0.91 3,621,700 0 - - 

季法强 境内自然人 0.45 1,810,000 0 - - 

陈述秋 境内自然人 0.43 1,726,782 0 - - 

杨少荣 境内自然人 0.39 1,552,972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创元投资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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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人股东徐东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9,994,606股；  

2、个人股东王柯华通过中国国际金融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8,147,85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96,000股，共计持有 8,243,850

股； 

3、个人股东张铂通过华泰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7,528,439

股； 

4、个人股东张铱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3,145,35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637,600股，共计持有 3,782,950 股； 

5、个人股东季法强通过东吴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500,0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10,000 股，共计持有 1,810,000

股； 

6、个人股东陈述秋通过中信建投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710,182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6,600股，共计持有 1,72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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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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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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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公司以稳中求进、创新发展为主基调，在董事会及党组

织的领导下，全面推进深化改革，谋求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5 亿元，同比增长

15.54%；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5,318.49 万元，同比增长 6.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13.95 万元，同比增长 15.20%，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3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 8,984.69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2018 年上半年公司总资产为 41.38 亿元，负债总额为 20.33 亿

元，资产负债率为 49.14%。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在开拓市场、法人治理以及科技创新方

面开展了以下重点工作： 

(一)开拓市场方面： 

报告期公司通过研发新工艺、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新领域，探索新思路、新模式，发扬攻坚克难精

神，全力以赴开拓市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 15.54%，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及控股子公司苏州轴

承以及苏州一光营业收入的增长。江苏苏净抓住新能源汽车推广以及医疗机构的改扩建、电子信息行业的

扩大升级等契机，利用自身优势，调整市场重点，合同成交持续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20%。苏州

轴承加强汽车行业配套，积极抢占电动工具中高端品牌市场，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均有较大幅上涨。苏州

电瓷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外销收入同比增长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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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治理方面： 

1、制度完善：为了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报告期内修订了《公司章程》，明确公司党组

织参与“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公司积极开展各类党建活动，提升了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把党建

活力融入到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激发公司的改革发展新活力。 

2、信息披露：公司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投资

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深交所互动平台，认真回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接听投资者来电。经过努力，公司

连续四年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核 A(优秀)级。 

3、管理改善: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与瑞肯锡公司合作，继续推进管理改善项目，切实加强子公司管理。

针对性地制定了关于子公司的营销管理、现场管理以及研发管理改善方案等。苏州轴承聘请专业咨询公司

继续推进精益 6S 与可视化管理。通过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提高经营团队整体管理水平，

实现公司稳健经营、健康发展的长远目标。 

4、安全生产:公司始终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年初即与各子企业签订了安全生产

目标责任书，并在企业经营者绩效考核里专设安全生产工作指标，组织子企业开展各类安全生产培训和活

动，定期召开例会传达学习文件和布置具体工作。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各类大检查和督查；有效传达各类

安全文件；组织并邀请消防安全专家对控股企业进行火灾隐患排查；安全标准化预审核工作，对专家列出

的所有问题和隐患落实整改。 

 

（三）科技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以创新项目奖励为抓手引导子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持续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

展中主动作为。2018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 6,756.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14%。报告期内，公司

新增专利授权 29 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苏净获得“2017 年中国电子专用设备行业十强单位”荣誉；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江苏苏净研发的“亚微米液体颗粒计数检测系统”以及“印

染废水深度处理和回用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荣获 2017 年度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苏州电瓷为获

得海外订单，积极作为，加大投入，加快圆柱头悬式产品的开发和试验。报告期内，苏州轴承凭借稳步增

长的年销售额荣获中国轴承工业协会颁发的“2017 中国轴承市场营销 30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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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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的一级子公司苏州轴承在德国设立了全资子公司SUZHOU BEARING GmbH（以下简称“苏轴(德国)”），

故苏轴(德国)成为本公司的二级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未发生变更。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春奇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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