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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8-059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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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特电机 股票代码 00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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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银章 王乐 

办公地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环城南路 581 号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环城南路 581 号 

电话 0795-3266280 0795-3266280 

电子信箱 minyz@jiangte.com.cn wangl@jiang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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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8,969,326.58 1,020,862,553.41 6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5,159,142.70 62,078,365.73 39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8,672,092.89 64,279,879.64 209.07%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6,096,213.22 -501,346,631.62 52.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04 4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04 4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4% 1.66%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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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096,880.93 9,186,199,193.40 1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84,561,432.31 4,035,351,407.27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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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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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江特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0% 240,875,533 0 质押 104,906,200 

宜春市袁州区

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2% 57,640,167 0 质押 26,000,000 

俞洪泉 境内自然人 2.67% 39,190,132 0   

李威 境内自然人 1.76% 25,831,946 25,831,946 质押 25,831,946 

深圳红塔资管

－杭州银行－

红塔资产汇盈 5

号特定多个客

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68% 24,698,92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3% 16,612,2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8% 15,839,853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

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13,411,427 0   

吴光付 境内自然人 0.87% 12,727,886 0   

丁阿伟 境内自然人 0.86% 12,628,78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能知晓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8,875,533 股外，还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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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有）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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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半年度，公司传统机电产业需求旺盛，智能机电产业稳步增长，锂产业产销显著提高，盈利能力大幅增强，新

能源汽车同比增速明显。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896.93万元(合并数,下同)，比上年同期增加64,810.68万元，同比增长

63.49%；利润总额32,815.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152.88万元，同比增长328.26%；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0,515.91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24,308.08万元，同比增长391.57%。 

各产业具体情况如下： 

1、机电产业：公司机电产业包含传统电机及智能伺服电机。钢铁建筑行业回暖，起重冶金电机等传统电机需求旺盛，

产品供不应求，公司通过提高管理效率，优化供应结构等措施提高产品供应能力；伺服电机稳中有升，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

不断开拓新的应用领域；新能源汽车电机受下游市场增长的影响，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2、锂电新能源产业：银锂公司新工艺运用后的生产线运行稳定，碳酸锂产销量显著提高，利润大幅增长。锂矿资源供

应方面，宜丰项目试产完成后产线逐步稳定，将成为公司碳酸锂原料的重要来源之一。锂辉石方面，公司入股的澳大利亚上

市公司Tawana的巴尔德山已经产出高品质精矿，目前月产量稳定在1万吨左右，部分精矿已经运抵国内，为公司锂辉石精矿

加工生产锂盐提供了原料保障。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碳酸锂新产线的建设及调试，尽快实现达产达标。 

3、汽车产业：新能源汽车方面，受益于补贴政策缓冲期的设置，宜春客车厂及九龙汽车新能源公交车同比销量增长明

显。新车型的申报工作完成后，下半年将重点围绕EM3、EM5等主推车型，来推动内地、香港、韩国、东南亚等市场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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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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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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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军 

                                                                               二0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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