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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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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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 上交所 杭齿前进 601177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欧阳建国 殷逸轩 

电话 0571-83802671 0571-83802671 

办公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萧金路45号杭齿

证券投资部 

杭州市萧山区萧金路45号杭齿

证券投资部 

电子信箱 ouy@chinaadvance.com stock@chinaadv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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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2,740,955.60 3,791,927,649.76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16,446,997.34 1,606,639,647.06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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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8,735.31 -17,578,256.33 210.30 

营业收入 887,660,729.61 831,316,404.20 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146,734.15 4,230,208.83 6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35,547.57 -4,603,984.92 4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4 0.26 增加0.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79 0.0106 68.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79 0.0106 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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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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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

经营总公司 
国有法人 45.01 180,056,250 0 无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1 24,860,000 0 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 9,794,363 0 无   

束志敏 境内自然人 1.2 4,800,000 0 无   

杨锋 境内自然人 1 4,014,500 0 无   

蒋祖涛 境内自然人 0.85 3,417,500 0 无   

赵吉 境内自然人 0.75 3,000,000 0 无   

严光跃 境内自然人 0.49 1,965,675 0 无   

冯波 境内自然人 0.40 1,582,500 0 无   

中信建投基金－华夏银

行－国电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其他 0.38 1,519,8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不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3 年公

司债券 
13 杭齿债 122308 

2014 年 7 月

11 日 

2019 年 7 月

10 日 
240,000,000 6.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4.33   54.1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05   2.6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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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各单位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通过推进市场拓展、企业改革、创新驱动、管理

创效、人才建设等五项工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与此同时，公司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建设，

顺利通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认证，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三合一体系认证。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766.0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6.78%；毛

利率为 24.96%，较去年同期增加 0.28个百分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4.67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 68.95%。 

上半年的经营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推进市场拓展工作，确保国内领先市场地位。紧抓远洋渔船、大功率运输船等细分行业市

场增长机遇；积极发挥公司工程机械品牌优势，主动满足国内外优质用户的增产需求，实现工程

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近 35%；高端粉冶摩擦产品的销售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实现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近 24%；风电产品实现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近 20%；但是部分板块市场表现不佳，内河航运小功率船

用产品、船舶推进系统产品销售量下滑、新能源汽车产品销售大幅下滑。 

2、推进企业改革工作，再增转型升级动力。加大探索尝试集团公司直属二级单位经营机制改



革力度，引进外智，启动管理咨询工作，研究适应未来公司发展模式的组织机构及战略规划，提

升企业整体运行效能。 

3、推进创新驱动工作，寻求未来增长点。继续完善公司三级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动专

家评审制度、加速产品开发项目制运行。2018年 1-6月新增累计授权专利 12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公司共有有效专利 300项（其中发明专利 36 项）。完成“铜基粉末冶金喷撒摩擦片”浙江制

造标准的研制工作和“倾角传动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电液控制动力换挡变速器”两个浙江标

准的申报、立项工作；参加浙江省首届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大赛，纳米摩擦材料项目获得总决赛优

胜奖，大功率船用齿轮箱研发和产业化项目获得入围项目优秀奖。 

4、推进管理创效工作，提升企业运作效率。有序推进企业整体信息化水平提升，顺利实施办

公信息化系统升级。 

5、推进人才建设工作，夯实企业基础保障。继续优化薪酬分配体系，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体

系，完成员工薪酬调整方案并顺利实施；推进企业人才库建设及完善多层次人才培养管理体系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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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