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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15                                          股票简称：*ST厦工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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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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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厦工 600815 厦工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焕寿 

电话 0592-6389300 

办公地址 厦门市灌口南路668号之八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stock@xiag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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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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1,244,390.43 7,663,001,235.87 -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0,969,514.45 385,019,930.82 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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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97,995.96 -229,104,545.2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229,529,763.62 1,944,297,411.75 1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081,750.86 -235,307,768.2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784,203.85 -248,203,263.8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2 -7.9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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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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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98 393,022,859 0 无 0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0 69,993,067 0 无 0 

黎桂荷 境内自然人 0.57 5,466,500 0 无 0 

杨笑群 境内自然人 0.53 5,046,000 0 无 0 

赵东岭 境内自然人 0.33 3,175,800 0 无 0 

陈国玲 境内自然人 0.32 3,090,400 0 无 0 

戴培红 境内自然人 0.28 2,674,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26 2,533,900 0 无 0 

张泽冰 境内自然人 0.24 2,270,190 0 无 0 

李飚 境内自然人 0.22 2,07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

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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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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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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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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 GDP同比增长 6.9%，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稳中向好态势趋于明显，经济发

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增强，主要指标好于预期。 

工程机械行业 2017年上半年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各类产品销量均有增长，效益逐渐改善。2017

年第一季度，行业市场需求明显复苏，行业出现超预期增长，大部分企业营业收入大幅上涨，并且

大多数企业实现盈利。第二季度，行业企业同期相比延续增长趋势。据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

年工程机械行业挖掘机增长强劲，销量翻番，其他产品装载机、路面机械、叉车销量实现 30-50%增

长。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2,952.98万元，同比增长 14.67%，毛利率 9.59%,同比增

长 1.1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008.18万元；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8,035.70万元，

同比下降 37.67%,发生管理费用 8,209.45万元，同比下降 33.09%。受公司债权诉讼、供应体系不稳

等因素影响，在工程机械行业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实现小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桥箱有限公司 100%股权获得投资收益 5,068.10万元，

转让参股公司厦门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5%股权获得投资收益 4,590.60 万元；转让厦工工业园 C

北地块及地上固定资产增加本期利润 9,892.33万元。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6,978.42 万元，公司主营利润仍旧亏损，主要原因是产销量提升不足，产品毛利

率较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销售管理及渠道整合，创新营销模式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在去年整合瘦身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组国内营销经营团队，根据市场和经

销渠道的实际情况修订了销售与债权管理制度及销售政策，尽量减少债权诉讼对市场的影响。面对

市场快速增长的形势，公司快速开展整合渠道工作，上半年国内渠道新增 8家，退出 16家；海外渠

道新增 5家；启动 5家自营销售分公司。同时聚焦大客户营销，央企大客户直销收入同比增长 725%。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俄罗斯、巴西等国家新增 7 家经销商渠道，北美市场实现产品试销，两款叉

车取得 CE证书。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能力，精益服务平台开始上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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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控债权管理，促进应收账款回笼 

面对公司应收账款高企的现状，一方面公司妥善化解存量业务风险。继续全面开展应收账款清

欠催收工作，2016 年新增的 80 余件诉讼案件，报告期内已和解 37 家，达成和解意向 16 家，剩余

案件正抓紧谈判。另一方面严控新增业务风险。通过做实客户资信调查、把控合同质量、应收账款

全程监控等措施，严控新增业务风险。 

（三）采取多项措施，快速提升产能 

面对快速增长的市场，公司广泛动员全体员工，开展了决战一季度等各项活动，极大提升了员

工的工作激情，同时与供应商协同快速恢复供应能力。通过关键供应商走访和紧缺件二元化供应开

发等举措，解决了紧缺件的供应瓶颈，快速提升配套供应能力；调整工序和工艺。另外，公司内部

也进行了工艺布局调整，下料工序较平稳转移，提升产品自制率，部分零部件由外购转为自制。加

强内部产成品库存管理，快速消化各类整机库存。 

（四）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推动公司转型升级。 

  智能化方面：智能化项目稳步推进。智能机已完成样机生产并实现销售；智能电传控制系统项

目工厂建设用地完成接收，取得规划许可审批，正在做开工前期准备；一期智能工厂建设完成规划

评审及项目环评报告，厂房设计招标中。产品改进方面：着力重点推进产品改进和技术升级，提高

产品毛利率。梳理新产品开发计划，将重点集中在智能机、轮挖、国 III 挖掘机、大型机、电叉项

目上；进行产品成本分析和产品机型整合工作，制定毛利率提升方案。转型项目方面：转型投资项

目初步成效，盾构机业务稳步提升，新增合同订单 34台套（交期至 2018年 6月）；地下空间项目正

在洽谈和论证中；沙滩环保成套装备和污泥常温干化设备等项目设备在试制和整改中。 

（五）强抓降本增效，严控三项费用 

 公司上半年快速推进盘活存量资产工作，完成厦门厦工桥箱有限公司 100%股权、厦门海翼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35%股权和厦工工业园 C北地块及地上固定资产的转让，按时履约偿还了 15亿元公司

债，化解了公司债违约风险。完成呆滞物料处置，进一步减少无效资金占用，提高资产效率。严抓

产品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装载机、挖掘机单台质量成本同比下降。通过内部精细化管理，三项

费用得到控制，同比下降约 24.61%，费用率下降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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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本公司在

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

收益”项目，将自 2017年 1月 1日起与企业日常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

“其他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 

本公司将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

年 6月 30日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 23,125,877.08 元从

“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

益”，调整后不影响当期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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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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振明 

                                                               2017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