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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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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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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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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及送股，也不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悦达投资 600805 江苏悦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葛俊兰 王浩 

电话 0515-80983060 0515-88202867 

办公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世纪大道东路2

号 

江苏省盐城市世纪大道东路2

号 

电子信箱 yd600805@126.com yd600805@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0,982,236,183.48 10,692,223,039.06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360,805,771.27 6,051,628,328.23 5.1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505,308.44 288,464,932.0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299,375,509.61 1,003,451,812.15 2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3,019,292.41 100,180,156.90 10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7,093,105.02 62,088,552.5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0 1.63 增加1.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9 0.118 102.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9 0.118 102.6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3,4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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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2.00 272,246,562 0 质押 96,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3.97 33,765,70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25 19,175,307 0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

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1.18 10,075,80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1.17 9,996,258 0 未知   

肖文霞 境内自

然人 

0.75 6,373,638 0 未知   

尚飞 境内自

然人 

0.51 4,330,000 0 未知   

李奕鸿 境内自

然人 

0.38 3,196,562 0 未知   

潘太军 境内自

然人 

0.31 2,628,288 0 未知   

尚胜利 境内自

然人 

0.29 2,496,5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各业务经营情况 

一、汽车相关业务 

东风悦达起亚公司上半年累计销售汽车 151850 台，同比下降 11.88%,降幅低于行业 2.16 个

百分点；5 月在苏州、成都和郑州举行三场全新一代 K3 上市会，吸引三线城市年轻消费者。进一



步拓宽海外渠道，今年以来新开辟了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等 14 个国家的整车出口

业务。为应对双积分要求，积极销售新能源车型；悦达专用车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环卫车 287 台，

同比增长 51.1%，上半年专用车公司中标了宁波市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盐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扫洗一体车采购项目、上海静安区环卫车辆采购项目等。各地正相继出台垃圾分

类的规定，社会重视环卫事业，相应环卫设备的投入会加大，对专用车公司带来利好。专用车正

抓住机会，全力开拓市场，抢抓订单。同时加大研发投入，研发市场需求的产品。悦达智行公司

上半年销售汽车 4091 台。 

二、智能制造业务 

悦达智能农装公司上半年销售 3641 台，同比下降 14.19%。上半年悦达智能农装公司紧紧围

绕公司产品研发规划，开展新产品开发、老产品改进。YK200-260 重型拖拉机已完成优化改进，

进入批量生产阶段。为提高效率和生产质量，对生产线正在进行智能化改造；因中美贸易战，纺

织企业出口压力较大。悦达纺织集团努力开拓各种销售渠道，上半年，销售纱线 13536 吨，坯布

849 万米，家纺制品 349万套，汽车装饰布 55 万米，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4.4% 、下降 7.3%、

增长 18.9%、下降 21.6%。 

三、其他业务 

京沪公司上半年受改扩建施工影响，收费收入有所下降。上半年实施改扩建和省界收费站点

撤除以及相关人员分流等工作。西铜公司上半年配合省界收费站点撤除，为收费站点 ETC 化改造

做前期调研。报告期内正在进行悦达卡特公司、悦达新材料公司的清算注销工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