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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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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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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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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威达 股票代码 0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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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江 张红江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 2 号 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 2 号 

电话 0631-8549156 0631-8549156 

电子信箱 weida@weidapeacock.com weida@weidapeac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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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727,140,839.64 780,825,986.23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369,763.02 81,105,634.02 -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9,925,772.94 80,729,437.87 -2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869,220.26 9,567,574.27 7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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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9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9 -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3.4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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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936,350.67 3,074,514,362.64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19,446,514.53 2,481,249,518.02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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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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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0% 134,431,300  质押 15,920,000 

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6% 25,020,450    

黄建中 境内自然人 3.63% 15,257,097 15,257,097 质押 9,000,000 

刘国店 境内自然人 2.55% 10,731,296    

朱爱华 境内自然人 1.13% 4,737,816  质押 4,737,81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2% 4,295,700    

上海中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 4,230,770    

陈亚评 境内自然人 0.51% 2,162,500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50% 2,107,481    

徐祥芬 境内自然人 0.45% 1,888,5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董事杨桂军、刘友财、李铁松和监事会主席曹信平合计持有公司

股东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09%的股份。股东黄建中与上海

中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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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徐祥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88,514股，合计持有 1,88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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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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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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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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增多，行业内竞争态势日益加剧。报告期内，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公司全体人员不惧困难，直面

挑战，实现实现营业收入727,140,839.64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88%；实现利润总额87,268,182.29元，比上

年同期下降9.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369,763.02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47%。 

1、电动工具零部件业务 

2019年上半年，公司电动工具零部件业务（含钻夹头、电动工具开关、电池包、充电器、粉末冶金件、

精密铸造件等）运营保持平稳。报告期内，公司巩固了与TTI、史丹利百得、博世、麦太保、喜利得、日

立、牧田、松下等重要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拜访、接待客户上百余次，开发新客户40多个，取得专利21

个，各种新型钻夹头（如SF系列、快换夹头系列等）、粉末冶金件（如法兰、齿轮箱部件、电锤部件等）、

精密铸造件、电池包、充电器等系列新产品稳步出货，累计完成各类自动化、工艺、设备技改项目（如小

桁架、关节机器人、扳手装配半自动线、纸盒自动包装机、电动工具线研磨方式改进、SMT车间插件工位

产能、充电器装配产能等项目）62项。同时，公司加强生产全过程管理，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展

ERP、BPM、SRM、WMS、MES等系统的集成应用，加快向智能制造方向转型升级。目前，我国正在大

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电动工具行业市场广阔，蕴藏着良好的发展机遇。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下半年将密切与重要客户的伙伴关系，积极开发新客户、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和新项目，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升中高档产品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有率。同时，继续推进

自动化、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加强生产、库存、供应商、质量、财务预算、安全环保等项目管理，做好

人才引进和团队建设工作，努力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杜绝一切厂内浪费，多措并举提高经营质量，巩固并

扩大在电动工具零部件行业的领先优势。 

2、自动化设备业务  

2019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形势、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环保、安全监管趋严以及汽车、消费电子销量

同比下滑、竞争对手增多等因素的影响，新增自动化投资项目支出减少，部分在谈项目延迟、中止、取消

或转移至国外，市场机会较往年同期明显下降，同类企业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利润率呈现下行趋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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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动化设备业务遇到了阶段性的挑战。报告期内，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积极应对各种不利因素，聚

焦大客户、大项目，深刻理解客户深度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扩大市场宣传力度，加大“机器换人”业

务的投入和市场拓展，强化生产经营管理，累计完成新签合同金额1.31亿元。2019年5月末，苏州德迈科电

气有限公司完成了增资7,000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有效增强了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的资本实力和

运营能力，有利于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开展招投标业务和银行授信，提高了企业承接大型项目的能力。

目前，我国制造业领域正在向智能制造方向转型，已形成了央地协同、产学研用联合创新，各方面共同推

进的工作格局，作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发展方向，智能制造行业的市场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在此形势下，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下半年将努力提高内部资源共享平台对各事业部的支持力度，主动

出击受贸易战冲击较少的行业和客户，积极拓展过程自动化、工厂自动化、机器人智能装备业务的应用范

围和合作机遇，对物流自动化、智能包装、电机等领域的重点产品、项目提供更多资源支持。同时，继续

开展大项目过程管控和技术人员培训工作，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市场营销、宣传工作，不断提升服务客户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3、机床业务  

2019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竞争激烈、技术更新换代、客户需求升级以及汽车、消费电子

等部分重点下游行业景气度下降等因素的不利影响，济南一机累计销售机床50台，营业收入规模同比下滑

较大。报告期内，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积极组织J1WL-24精车、J1WL-24超精车、J1VWL-24DT双刀架立

车等8项新产品研发工作，完成J1WL-800、J1VL-900DT等9项技改项目，共申报国家、省市重大项目5项，

其他各类项目20余项，并与哈工大机器人（山东）智能装备研究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梳

理、优化组织架构与岗位职责，实施以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推进精益生产和减员增效工作，建立

《质量追溯管理办法》，改善质量体系管理，完善供应商评估体系和供应商档案，精简供应商30家，新增

供应商21家。目前，中高档机床市场需求仍然存在，但行业内产能严重过剩，同类企业间竞争加剧。在此

背景下，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下半年将努力扩大市场拓展力度，紧抓重点优质客户，积极引进或开发新

的项目及产品，持续加强生产、客户、人力资源、新产品研发、新项目管理，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在

做好库存消化管理的同时，加快处置长期呆滞零部件及废旧设备资产变现，努力降低亏损规模。 

2019年下半年，公司将坚持以主营业务为中心，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目标，聚焦优质客户，深耕优势

领域，积极拓展国内、国际市场，加快实施智能工厂建设和机器换人工程，重点把握公司在电动工具配件、

机床、机器人、自动化设备、智能制造等业务领域的机遇，以产品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为动力，凝

心聚力，艰苦奋斗，为实现全年的经营目标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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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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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2019年1月1日执行修订后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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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修订后的准则，将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的威海市大有正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000万元投资，重

新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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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要求编制了2019年中期的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对比期财务报表相关列报。

对比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及股东权益未产生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如下：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中：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二个

项目；  

利润表中：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并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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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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