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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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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7年半年度无利润分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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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 东睦股份 600114 宁波东睦、G东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亚军 张小青 

电话 0574-87841061 0574-87841061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

姜山）景江路8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

姜山）景江路8号 

电子信箱 johnway@pm-china.com zhangxq@pm-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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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694,888.28 2,830,854,200.88 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5,686,574.71 2,279,874,423.4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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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13,277.33 150,399,721.42 -35.90 

营业收入 843,773,939.55 703,145,191.04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575,981.13 77,856,644.83 9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071,275.63 73,905,704.13 67.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2 4.98 增加1.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0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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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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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3.85 60,450,811 0 无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53 37,237,173 0 质押 26,000,000 

宁波旭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旭弘铭远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1 22,300,000 0 质押 9,2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3.14 13,686,561 0 无 0 

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9,000,000 0 质押 9,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未知 1.95 8,499,690 0 无   

创金合新基金-工商银行-鹏华

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未知 1.65 7,204,610 7,204,61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未知 1.65 7,200,000 0 无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新

信·蓝海 768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1.59 6,916,426 6,916,426 无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航信

托－中航信托·天启（2016）148

号建信基金定增投资集合资金

未知 1.59 6,916,426 6,916,426 无   



 

信托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已知上述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宁波旭弘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旭弘铭远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均为东睦股份管理团队以及员工的持股平台，三者

之间具有关联关系，但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上述三方并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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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战略是“以科技和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材料解决方案；以做专做精的工匠精神，铸

就百年东睦品牌；以分享共赢绿色的理念，实现企业基业长青”。公司立足粉末冶金新材料行业，

坚持通过做专做精来做大做强主业，以精益的工匠精神，通过人才、科技、自动化和精益理念来

推动公司永续发展。在产品发展战略上，继续深耕汽车 VVT/VCT 粉末冶金零件技术优化和市场拓

展，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集中优势资源着力研发高精度、致密化等技术在汽车发动机、变速箱

等关键领域的运用，以及软磁复合材料在纯电动汽车、充电桩、太阳能等领域的运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4,377.39 万元，同比增长 20.00%，营业利润 15,729.80 万元，

同比增长 79.23%，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5,057.60 万元，同比增长 93.40%，产品（包括软磁

材料）销售 2.60 万吨，同比增加 18.72%。报告期内，公司出口销售额 11,398.00 万元，同比增长

18.63%，出口销售占营业收入的 13.51%。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83,607.51 万元，同比增长 20.33%，其中汽车零件销售持续稳

步增长，实现销售收入 49,891.44 万元，同比增长 23.52%；压缩机零件受下游主机厂市场回暖的

影响，销售企稳回升，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 23,389.89 万元，同比增长 20.52%；软磁材料销售收

入同比小幅增长 7.96%。 

报告期内，精益生产在集团范围内得以逐步深入推广，使内部管理和对控股子公司整合效果



 

得以呈现。通过深入推动精益生产，在优化生产流程、机器换人、减少浪费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各控股子公司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加强了技术研发及创新，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有“一种具有致

密化表面的铝基粉末冶金零件的制备方法”、“一种具有致密化表面的铜基粉末冶金零件的制备方

法”、“一种铁基软磁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等 10 项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4 项技术获

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截至报告期末，全集团共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5 项，共获得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 124 项，共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授权 1 项，共获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4 项。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调解决，就公司原持有的坐落于鄞州区嵩江

东路北侧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与宁波市鄞州区土地储备中心进行了沟通，取得了拆迁补偿款

3,645.00 万元，盘活了存量资产，提升了资产使用效率。 

报告期内，募投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共计投入 7,000.20 万元，累计投入

使用募集资金 34,760.45 万元，占该次募集资金净额 57,720.79 万元的 60.22%。报告期内，公司积

极开拓汽车动力系统及新能源产业粉末冶金零件销售，其中募投项目实现该类零件销售收入

10,439.80 万元，全集团共实现该类零件销售收入 20,417.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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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

15 号，该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 

根据修订后的准则的衔接规定，企业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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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芦德宝 

2017年 8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