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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9-067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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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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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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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wxreet.com stock@wxre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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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7,194.10 121,263,436.73 -9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064,013.26 -144,467,549.88 7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826,294.77 -148,748,243.72 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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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2,038,221.68 -307,552,559.22 40.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9 78.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9 78.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6% -8.28%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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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977,913.13 798,207,548.68 -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3,540,266.58 536,604,279.84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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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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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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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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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7,890,164 0   

何雯 境内自然人 0.85% 6,541,800 0   

#陶文涛 境内自然人 0.66% 5,078,359 0   

刘豫 境内自然人 0.39% 2,995,020 0   

王庆芬 境内自然人 0.35% 2,676,718 0   

#谢爱林 境内自然人 0.31% 2,35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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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述前 10 名

无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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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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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资金紧张局面仍未得到有效改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较为缓慢，企业可持续经营风险不断加大。面对较为复

杂的经营环境，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严格围绕2019年度经营计划，坚定聚焦主业，并有效进行资源整合，努力实现开源节流，

不断解决经营难题。本报告期，受奥利斯太尔破产清算影响，公司共完成营业收入517.7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5.73%，实

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06.40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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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均未发生大幅度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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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Steyr Motors GmbH已正式进入破产重组的法律程序，并由法院指定破产受托人接管，故本报告期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

范围。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郝鹏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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