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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 2018年 3月 27日召开的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的决议：以公司 2017年末的总股

本 1,022,739,3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4.80 元（含税），计

490,914,867.84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机电 600835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机电B股 9009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桂江生 邢晖华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汇商

大厦9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汇商

大厦9楼 

电话 (021)68547168 (021)68547168 

电子信箱 shjddm@chinasec.cn xhh@chinase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业务涉及电梯制造、冷冻空调设备制造、印刷包装机械制造、液压产品制造、焊接器材

制造、人造板机械制造、工程机械制造及电机制造等领域，与三菱电机、纳博特斯克、开利、雷

戈伯劳伊特、德昌、ABB 等世界知名企业进行合资合作。 

公司不仅拥有世界销量第一的单体电梯生产企业—“上海三菱”这一著名品牌，而且与有着

“世界空调之父”之称的美国开利公司共同组建、经营其在华企业，形成了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

带动了公司其它领域的共同发展，形成了机电一体化产业板块，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 

公司以发展为主线，调整为重点，加快新体制新机制的创新，加大新技术新装备的投入，以

“做精、做强、做大”为目标，实施产业集约化发展、技术高端化提升、资源全球化集成的经营

战略。 

公司旗下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承担了公司最为重要的电梯业务。上海三菱电梯司投资总额



2 亿美元，现有员工 2000 余人。公司经过三十年的创业与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电梯制造和销

售企业之一，累计制造和销售电梯超过 70 万台。自 1993 年起，公司连续 25 年主要经营效益指标

在中国电梯行业名列前茅。 

针对当前全球电梯行业高速化、环保化的发展趋势，公司率先成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能量回馈、节能环保型的中高速电梯，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带动了行业技

术能级的提升。 

自动扶梯方面，公司在引进吸收 J 型、A 型自动扶梯技术的同时，自行研发了 C 型自动人行

道、HE 型公共交通型扶梯和采用全新技术的 K 型自动扶梯。针对市场对客户化和节能环保型自动

扶梯产品的需求，研发团队目前正在重点开发相关新技术和新产品。其中，自动扶梯应用能量回

馈、高效传动、变压变频驱动系统等先进技术，具有突出的节能环保特点，可取得良好的节能效

果及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J 型、C 型系列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更荣获“上海市节能产品称号”。

另外，大提升高度自动扶梯研发及产业化已被列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项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3,520,374,733.11 31,741,039,188.79 5.61 29,852,734,095.54 

营业收入 19,471,146,411.05 18,938,551,893.71 2.81 19,295,534,66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90,330,531.80 1,449,090,972.84 -4.05 1,834,572,1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0,180,785.01 1,116,651,380.47 14.64 748,318,82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035,844,241.19 9,214,584,464.08 8.91 8,119,111,43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30,118,454.01 1,999,573,702.98 -3.47 1,338,774,52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6 1.42 -4.23 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6 1.42 -4.23 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56 16.76 减少2.20个百

分点 

22.7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794,547,830.43 5,818,671,625.64 5,080,308,150.35 4,777,618,80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991,845.15 391,713,324.26 414,355,649.39 345,269,71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3,409,246.30 378,579,523.31 412,970,751.58 255,221,26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228,251.39 713,849,939.21 969,067,916.32 524,428,849.8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0,7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75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0 484,220,364 47.35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13,741,800 1.34 0 无 国家 

GIC PRIVATE LIMITED -941,783 13,010,277 1.27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4,104,316 11,178,423 1.09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

合 

8,513,484 8,513,484 0.83 0 无 其他 

THE HIGHCLER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EMERGING 

MARKETS SMID FUND 

1,865,331 7,751,248 0.76 0 未知 其他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370,315 7,434,472 0.73 0 未知 其他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

资金 

6,796,338 6,796,338 0.66 0 无 其他 

QUANT FOREIGN VALUE 

SMALL CAP FUND 

2,846,100 6,657,838 0.65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

合 

-6,479,310 5,614,900 0.55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前十名流通股的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

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抓精细化管理，提升企业运营质量 

在经济运行工作中，对企业提出了两个“强调”，即强调以订单管理为中心，提高产品市场占

有率；强调加强成本管理，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为此，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精细化管

理”为抓手，加强对新接订单、现金流、应收账款和存货的日常监管，向管理要效益。 

 

2、加快推进产业的延伸和拓展 

纳博精机已提前达到 10 万台精密减速器产能，在 2017年 5月开始实现单月盈利，现正加快

相关生产设施的基础投入，争取尽早达到 20万台的产能。 

日用友捷加大固定资产投入，持续扩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计划在 2022 年销售额比目前增加

50%以上。 

马拉松革新提升整体生产制造能力，满足战略性客户业务增长的需求，并进一步扩大现有战

略客户的市场份额。 

开利空调依托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持续注入最新产品，积极进入轻商空调领域，不断提高产

品竞争力。 

 

3、抓风险管控，提升联营企业的管理质量 

（1）以审计为抓手，加强对联营企业的运营监督 

（2）提供平台，加强联营企业之间交流，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努力使联营

企业做大、做健康。 

 

4、不断推进改革调整，及时解决遗留问题 

在印刷机械业务主体改革调整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做好善后工作，确保了印包改革的后续稳

定。推进液压气动业务的机构精简，减员计划顺利完成，节约了管理成本。 

 

5、加强安环管理体系建设 

加强安环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进一步完善安环管理体制，推进安环各个专项工作的开展，构建“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6、着眼未来，加强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创新，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动力。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编制 2017 年度

财务报表，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影响金额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本公司将 2017 年度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产生的利得和损失计入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2016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 

资产处置损益 2,634,605.08 -2,583,506.83 

营业外收入 -1,003,018.90 -7,875,567.65 

营业外支出 3,637,623.98 5,292,060.82 

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此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

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其他收益 38,073,844.00 - 

营业外收入 -38,073,844.00 - 

 

（五）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六）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