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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8-089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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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振 董事长 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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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太尔 股票代码 00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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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喆 宋慧娟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

377 号武进创新产业园 2 号楼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武宜南路

377 号武进创新产业园 2 号楼 

电话 0519-8159 5631 0519-8159 5670 

电子信箱 000760@sterdl.com 000760@sterd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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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1,263,436.73 63,111,635.30 9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467,549.88 120,476,792.96 -2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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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8,748,243.72 -127,585,298.27 -1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7,552,559.22 -148,380,948.34 -107.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8% 5.78%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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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694,342.36 2,406,201,591.63 -1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0,433,782.33 1,814,733,164.76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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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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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英达钢结

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3% 117,565,960 117,400,360 冻结 117,565,960 

长沙泽洺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51% 73,375,260 0 质押 73,375,260 

珠海润霖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88% 60,790,260 0 质押 60,789,400 

宁波理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2% 49,580,000 0 质押 49,580,000 

宁波贝鑫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7% 43,795,900 0 质押 43,795,900 

天津硅谷天堂

恒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9% 34,650,094 0   

陶文涛 境内自然人 0.39% 3,017,959 0   

陈倩影 境内自然人 0.38% 2,912,040 0   

北京华盈天创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2,641,500 0   

余幼敏 境内自然人 0.33% 2,550,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经核查，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润霖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理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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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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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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环保政策高压态势延续，“国六排放标准”、“双积分”政策、4阶段燃油限制标准等一系列产业

政策陆续出台。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更是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作为重点发展领

域，提出要加快车船结构升级，重点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2018年上半年，在电驱动快速发展、节能减排政策持续趋紧、财

政货币政策双双收紧等多重监管加码作用下，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虽不及预期，但公司不断强化成本管理，严格控制费用支出，

努力实现开源节流，降本提效成果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营业收入12,126.3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2.1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46.75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19.91%。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审慎放弃部分

研发项目，相关研发投入4754万元在本期费用化，扣除研发费用影响，本期管理费用同比下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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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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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代理人：孟凡东 

                                                        2018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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