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100                                公司简称：恒立液压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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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立液压 601100 恒立油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小芳 周佳立 

电话 0519-86163673 0519-86163673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龙潜

路99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龙潜

路99号 

电子信箱 hlzqb@hengli.net hlzqb@hengl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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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6,095,289.68 6,156,091,176.03 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171,199,170.88 3,845,269,229.65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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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97,982.32 35,625,784.68 439.77 

营业收入 2,163,971,639.89 1,359,021,157.48 5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3,460,889.74 161,683,000.28 18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1,225,172.22 147,593,977.25 18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56 4.57 增加6.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26 10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26 1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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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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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恒屹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96 334,780,317 0 无   

申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8.75 165,375,000 0 无   

江苏恒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25 125,685,000 0 无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其他 4.26 37,592,855 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07 18,275,981 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2 15,169,36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11,404,691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10,114,60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9,398,806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2 8,095,37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恒屹流体、申诺科技及恒立投资同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汪立平先生、钱佩新女士及汪奇先生控制，汪奇先生

系汪立平钱佩新夫妇之子；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同属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交银施罗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除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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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受基建需求拉动、设备更新需求增长、环保驱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下

游挖掘机等重型装备销售持续强劲增长，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

显示，2018年 1-6月，纳入统计的 25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20,123台，

同比增长 60.00%。公司受益于下游挖机行业的强劲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共销售挖掘机专用油缸

226,155只，同比增长 45.46%，实现销售收入 98,591.81万元，同比增长 61.20%。 

报告期内，公司共销售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 65,715 只，同比增长 19.33%，实现销售收入

58,623.75 万元，同比增长 29.29%。今年上半年非标产线被挖机油缸占用了部分产能，影响了非

标油缸的产销量。 

报告期内，子公司液压科技抓住了挖掘机市场快速增长的机遇，15T 及以下机型大批量全面

配套在中国主流主机厂中，如三一、徐工、柳工、临工。同时，公司自主创新设计的第二代高性

能的 HP5V系列泵，HVSE12系列阀，也大批量应用在了 9T及以下机型，赢得了客户一致高度认可，

进一步巩固了恒立在小挖泵阀领域的龙头地位。三条整体式主控阀 FMS 柔性制造系统调整到位，

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为 2018年度和来年的增长打下了坚实的产能基础。即便是在挖掘机械泵阀

需求旺盛的上半年，液压科技开拓非挖掘机领域市场同样进展迅速，高空作业车、水泥泵车、旋

挖钻机、定向钻机等用泵阀都得以量产。另外，液压系统事业部开展持续的质量提升，获得了市



场的认可，形成了一批长期稳定的配套客户。同时加大技术含量高、国内企业涉足较少领域的开

发应用，成功中标广州万达水舞台等液压系统项目。20T、40T 多路阀试验台、130 双泵试验台、

250 双泵试验台的开发、设计、应用大大提升了技术能力。报告期内液压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32,485.23 万元，同比增长 220.30%，实现净利润 3,550.26 万元，同比增长 225.28%。其中挖掘

机主控泵阀共销售 1.5 万余套，实现营业收入 23,825.16万元，同比增长 376.53%。 

本报告期，铸造分公司的铸件销量 13,483.23吨，同比增长 201.44%。另外，铸造分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共开发新品 156种。其中液压泵阀类 82种，液压油缸端盖导向套类 31 种，液压减速机、

马达类 26种，其余 17 种。 

本报告期内哈威茵莱共实现了 750万欧元的销售收入，其中泵的销售额为 637万欧元，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2%。上半年共实现产量 3,808 台泵，同比增长了 18.81%，订单量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了 10%。 

上海立新上半年的传统工程机械业务大幅增长，工业液压阀的业务放量增长，新产品比例阀

替代进口产品进展迅速。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6,298.88 万元，同比增长 18.11%，实现净利润

614.37万元，同比增长 1,5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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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