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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1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公告编号：dq2019-03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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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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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元科技 股票代码 0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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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成明 陆枢壕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号 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号 

电    话 0512-68241551 0512-68241551 

电子信箱 dmc@cykj000551.com dmc@cykj000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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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47,596,358.10 1,504,830,885.77 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511,927.83 53,184,939.89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191,561.36 46,139,456.54 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815,261.09 89,846,881.57 -36.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3 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3 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3.24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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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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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9,111,062.78 4,379,788,960.91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8,699,324.56 1,619,366,898.99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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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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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7 143,125,054 0 - - 

徐  东 境内自然人 4.999 19,999,606 0 - - 

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0 10,009,534 0 - - 

王柯华 境内自然人 2.10 8,394,650 0 - - 

张  铂 境内自然人 2.06 8,245,539 0 - - 

张  铱 境内自然人 0.88 3,504,150 0 - - 

陈  良 境内自然人 0.79 3,145,000 0 - - 

叶庆江 境内自然人 0.49 1,980,000 0 - - 

季法强 境内自然人 0.45 1,810,000 0 - - 

陈述秋 境内自然人 0.43 1,726,782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创元投资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个人股东徐东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9,994,606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5,000股，共计持有 19,999,606股；  

2、个人股东王柯华通过中国国际金融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8,147,85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46,800股，共计持有 8,394,650股； 

3、个人股东张铂通过华泰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8,243,939股，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600股，共计持有 8,245,539股；  

4、个人股东张铱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3,504,150股； 

5、个人股东陈良通过华泰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3,145,000股； 

6、个人股东叶庆江通过长城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980,000

股； 

7、个人股东季法强通过东吴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5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10,000股，共计持有 1,810,000股； 

8、个人股东陈述秋通过中信建投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710,182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6,600股，共计持有 1,726,7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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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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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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19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以“调结构抗压力、扩规模保

增长”为工作主题,以扩大市场为主基调，以提质、降本为两大抓手，推动公司持续稳步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克服种种困难和挑战，攻坚克难，各项业务进展顺利，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增长，为下半年经济运

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分析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43.4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7.09亿元，资产

负债率48.12%，比期初下降2.68个百分点。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48亿元，同比增长9.49%；实现

利润总额11,146.61万元，同比增长 4.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51.19万元，同比增长

6.26%，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4元。现金流情况：报告期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5,681.53万元。总

体来说，经济运行呈现良好态势，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实现持续稳健增长，但由于国内外宏观经

济不确定因素影响，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经营管理主要工作  

1、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业务拓展稳中求进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加，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公司面临的经营压力前所未有。经过公司精

心培育,公司重点子公司江苏苏净、苏州电瓷均实现了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 

江苏苏净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快速转向新能源和半导体等新兴行业，先后拿下捷威二期、丘钛电子、

欣盛半导体、协和医院等重要项目，同时探索多渠道寻求合作，在新能源汽车和外资总包项目上全面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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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设备方面：电子、生物、卫生市场实现均衡增长，先后中标京东方、无锡华力、杭州中芯等一批液晶

面板、半导体项目，重点开发的带物联网的生物安全柜和洁净工作台形成了新的增长点，并保证了在行业

的领先地位。本报告期江苏苏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93%。 

苏州电瓷抢抓市场机遇，有效拓展内外市场。全力参与国内各大电网公司及铁路系统的招投标活动，

顺利中标并取得订单。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市场的招投标，报告期苏州电瓷外销同比增

长21.16%。高科电瓷把市场开拓作为首要任务，贯彻 “大市场、大客户、大项目”的营销策略,通过改革，

外拓市场，内部挖潜，营业收入同比略有增长，亏损有所减少。 

苏州轴承坚持“巩固存量、挖掘增量”的工作方针，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存量市场以

价换量、降低成本、做大份额。同时积极拓展新的贸易伙伴，谋求新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品牌效应

和德国子公司的市场知名度。 

2、持续研发投入，激励创新制度化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制定和实施创新工作奖励办法以激励、引导子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持续科

技创新，促进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7,327.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5%，公司新增专利

授权12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 

江苏苏净编写国家行业地方标准10项；各级科技项目立项4项，其中省级1项。江苏苏净研发的“亚微

米液体颗粒计数检测系统”荣获2018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苏州电瓷全力推进产品向圆柱头转型升级，以降低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风险；有序推进现有设备技术改

造，努力提升设备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改善员工作业环境，推进生产管理技术水平进步。 

苏州轴承持续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品质，为拓展新业务夯实了基础。

智能化制造项目已达到预期，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实时采集、质量故障预警等功能。在新能源汽车和机器

人应用轴承研发方面，电驱动变速箱轴承配套零件已成功配套世界一流企业。 

3、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在公司治理方面，公司根据最新政策及时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公司内控体系进一步

完善。公司继续聘请专业公司进行管理提升，促使管理再上台阶。苏州电瓷在管理改善合作中全面提升员

工素质，持续提高生产现场的管理水平以提高产品质量；持续推进信息化管理工作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降低库存，降低消耗。远东砂轮在自动化改进、提升劳动效率、流程再造方面深入开展降本增效。 

在信息披露方面，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公司

通过与投资者进行多种形式的有效沟通，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切实做到公开与透明，维护了

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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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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发布了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5月2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要求中

国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

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执行了该通知，并按

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比较数据相应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和财会〔2019〕6

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 

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

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分项列示 

应收票据  229,064,153.69元 229,558,811.53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81,069,515.34元 应收账款 611,366,698.82元 551,510,703.81元 

2.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分项列示 

应付票据  256,691,884.17元 206,955,290.09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90,151,072.46元 应付账款  854,552,560.34元 783,195,782.37 元 

3.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 
应收款项融资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

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262,917,851.68元 262,917,851.68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89,849,495.81元 - - 

5.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4,575,972.45元 - 

 

- 

 

6.“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项目

调整列报至“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项目之后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57,262.39元 

 

-9,855,531.86元 

（本期损失以“-”号

填列） 

 

 

9,855,531.86元 

（上期损失以“+”号

填列） 

 

7.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

益（损失以“-”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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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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6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创元科技（宿迁）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95MA1YLTFGXC。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春奇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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