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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ST 海陆                           公告编号：2020-039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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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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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海陆 股票代码 0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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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郭一 陈敏 

办公地址 
张家港市东南大道 1 号（张家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张家港市东南大道 1 号（张家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电话 0512-58913056 0512-58913056 

电子信箱 stock@hailu-boiler.cn stock@hailu-boil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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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903,303.65 1,046,020,340.26 -1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8,361,542.12  144,961,535.82 29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83,708,511.19 103,684,189.76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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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468,067.54 -334,946,954.63 16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48 0.1721 292.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48 0.1721 292.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3% 3.80% 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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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3,288,177.01  4,908,972,515.17 -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09,620,320.99  1,891,988,343.32 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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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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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生 境内自然人 11.42% 96,227,848 72,170,886 质押 96,227,848 

吴卫文 境内自然人 6.33% 53,299,101 53,299,101 质押/冻结 53,299,101 

聚宝行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5% 44,210,526 44,210,526 冻结 44,210,526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4.52% 38,033,367 0   

钱仁清 境内自然人 4.50% 37,900,065 0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四川信托-

增利 5 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4.41% 37,140,495 0   

徐冉 境内自然人 3.50% 29,456,302 22,092,226 质押 25,756,302 

宁波朝炜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16,528,925 0   

郭琴 境内自然人 0.89% 7,483,514 0   

陈吉强 境内自然人 0.83% 6,950,880 5,213,1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冉现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元生之子、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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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业务板块深入协同，2020年上半年完成营业总收入8.44亿元，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68亿元。 

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几项业务： 

1、报告期内，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及相关行业上下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复工延迟、人员紧缺、原材料成本、管

理成本增加等导致公司业务开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导致公司上半年经营性业务收入与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公

司整体业务发展仍较为稳健，同时，公司积极提升管理效能，以期降低成本，节本增效。 

2、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公司前期的销售业务，但公司在疫情稳定后，加大力度拓展市场，依靠公司在工业余热锅

炉行业的优势，积极拓展余热锅炉业务，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3、报告期内，公司实质性完成了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的剥离，由于江南集成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导致公司

2019年度确认的超额亏损55,655.93万元据此转回，扣除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后转回金额为47,307.54万元，导致2020年半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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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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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本次交易对江南集成进行了剥离，有利于解决公

司因江南集成而遇到的不利影响，防止亏损进一

步扩大，保持公司原有主营业务的持续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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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霍尔果斯江南新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管理优化业务。 

无锡江南新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管理优化业务。 

泾川艾索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管理优化业务。 

泾川艾博设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管理优化业务。 

张家港久兴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设立 
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市格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出

资设立，占比 70%，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元生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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