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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0                         证券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8-62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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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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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机床 股票代码 0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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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右 林晓琳 

办公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 甲 1 号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 甲 1 号 

电话 024-25190865 024-25190865 

电子信箱 smtcl410@smtcl.com smtcl410@smt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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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363,260.46 2,247,420,537.55 4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48,000.94 -496,978,424.70 10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419,107.28 -507,173,518.68 10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3,606,412.09 -32,665,560.91 -1,227.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65 1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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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65 10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 -121.21% 1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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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4,229,499.46 21,410,684,233.20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0,986,599.39 864,829,367.56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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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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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机床（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0.13% 230,671,780 22,000,000 质押 115,000,000 

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金蕴 21 期

（泓璞 1 号）

集合资金信

托 

其他 0.53% 4,037,900    

钟振鑫 境内自然人 0.30% 2,300,000    

马雨迪 境内自然人 0.28% 2,130,000    

沈阳市风险

投资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2,080,000 2,080,000   

余双利 境内自然人 0.23% 1,794,398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

ONAL PLC. 

境外法人 0.21% 1,644,404    

许旭锐 境内自然人 0.21% 1,579,051    

贾淑敏 境内自然人 0.19% 1,488,200    

蔡少斌 境内自然人 0.19% 1,47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仅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家，是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关联属性为控股母公司，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2、公司前十名股

东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3、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余双利、许旭锐通过融资融券账户分别持有股票 1,122,398 股、79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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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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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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加强内部管理整合，

积极推进综合改革，公司生产经营、运作稳定推进，整体发展积极向上。 

2018年度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39亿元，同比增加48.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0.25亿元，同比增加105.08%。截止2018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209.6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8.91亿元。 

    主要工作进展及完成情况: 

1.全力推进5D智造谷等生产力服务平台建设 

面向区域产业升级，与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合作，共同建设5D智能制造谷，全面服务属地产业升

级发展。截止2018年6月末，已正式签约智能制造谷项目12家，需求设备达3.7万台，覆盖江苏、浙江、

湖北、安徽、山东、河南、辽宁等地，涉及汽车零部件、模具、刀具、石油装备、新能源汽车、机器

人等十余个行业。 

2.积极推动产融结合等创新商业模式发展 

依托产业金融工具，积极与国银租赁等第三方金融机构进行战略合作，联合开展经营性租赁、融

资租赁、设备余值联合处置等业务，实现优势互补、达到多方共赢。2018年6月29日，与国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二期项目落地，项目金额3.39亿元。至此，两期项目共计金额8.16亿元，有

力支撑了公司i5业务的推进发展。此项合作项目充分发挥国银租赁的金融优势和沈阳机床的产业优

势，有利于沈阳机床在高端装备领域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 

3.不断拓展全生命周期服务领域 

公司在向工业服务商转变的过程中，围绕市场营运设备、生产力服务等，向客户提供产品全生命

周期服务和加工全过程技术服务，不断提升公司综合工业服务能力。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包括夹具、

工业耗材、油品、刀具、培训教育、延保、精益咨询、自动化升级、以旧换新等；生产全过程技术服

务包括智能编程、零件加工、检测、人机互联技术、机机互联技术等。 

4.创新推动市场端混改、制造端双创 

在八部委出台的《沈阳机床厂综合改革方案》指导下，公司综合改革持续稳步推进，工业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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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市场端企业实施团队持股等混合所有制，提升市场获取能力和效率；制造端企业试点实施加工业

务双创、全员参股，装配业务阿米巴、独立核算。通过市场端混改和制造端双创，实现公司平台化、

员工创客化，激发公司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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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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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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