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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8-051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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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吉强 董事 出差 徐元生 

姚建军 董事 出差 徐冉 

张彩虹 独立董事 出差 周中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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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陆重工 股票代码 0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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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郭一 陈敏 

办公地址 
张家港市东南大道 1 号（张家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张家港市东南大道 1 号（张家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电话 0512-58913056 0512-58913056 

电子信箱 stock@hailu-boiler.cn stock@hailu-boi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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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营业收入（元） 1,102,538,808.14 461,987,265.08 13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683,794.10 46,288,960.87 1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3,047,942.74 44,180,382.64 11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225,555.01 61,406,045.23 -21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5 0.0746 6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5 0.0746 6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1.98%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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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0,485,311.87 6,689,449,311.26 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11,988,705.65 3,169,356,443.31 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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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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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生 境内自然人 11.42% 96,227,848 72,170,886   

吴卫文 境内自然人 6.33% 53,299,101 53,299,101 质押 53,299,100 

陆霜杰 境内自然人 5.89% 49,586,776 49,586,776   

聚宝行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5% 44,210,526 44,210,526   

钱仁清 境内自然人 5.15% 43,412,265 20,358,307   

吴雪 境内自然人 4.73% 39,838,973 20,870,708 质押 38,329,999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四川信托-

增利 5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1% 37,140,495 37,140,495   

徐冉 境内自然人 3.06% 25,756,302 22,801,302   

宁波朝炜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 16,528,925 16,528,925   

张家港海高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7,42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徐冉现任上市公司董事，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元生之子、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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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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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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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克服困难，努力生产经营，加之从事光伏 EPC 的江南集成经营业绩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相关财务指标同比增长较大，1-6月份实现营业总收入 11,0253.8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8.65%；实现营业利润

14,689.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6.75%；实现利润总额 14,449.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9.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9,868.3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3.19%。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 124,126,904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0,967,769.20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6,256,774.38元（含增值税进项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4,710,994.82元，用于支付收购江南集成交

易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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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2月12日，本公司的子公司张家港海陆新能源有限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与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卢氏县瑞泰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家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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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能源有限公司，并于2018年2月23日经卢氏县工商行政和质量技术监管局核准，办理了变更手续。购买日确定为2018年2

月23日。 

2、报告期内，公司出资100万元，设立江苏中科海陆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持有100%股权。江苏

中科海陆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出资81万元，设立内蒙古中科力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持有81%股权。 

3、公司持股51%的江苏海宜程新能源有限公司以11万元价格转让该部分股权，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4、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临城同景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府谷县普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销，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元生 

 

                                                                        2018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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