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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立美达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53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建孚

亓秀美

电话

0532-89066166

0532-89066166

传真

0532-89066196

0532-89066196

电子信箱

zhoujianfu@haili.com.cn

qixiumei@haili.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1,015,316,776.39

1,115,921,545.18

-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178,431.10

82,283,899.55

-3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198,694.11

31,342,928.63

15.49%

145,110,905.88

323,493,787.51

-55.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7

-29.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7

-2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4%

5.68%

-1.94%

营业收入（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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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3,804,110.65

2,766,741,875.90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6,255,419.74

1,473,000,210.98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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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92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
量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海立控股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36.63% 109,898,000

0 质押

30,000,000

深圳市华美达
境内非国有
一号投资中心
法人
（有限合伙）

14.33%

43,000,000

0 质押

30,000,000

青岛天晨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13.50%

40,500,000

0

中邮信息产业
灵活配置混合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4%

6,107,827

0

华安逆向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 其他
资基金

1.18%

3,529,832

0

群益证券投资
信托股份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客户资
金

0.70%

2,102,943

0

民生通惠通汇
5 号资产管理 其他
产品

0.48%

1,425,600

0

赖奕霖

境外自然人

0.47%

1,412,400

0

黄婉如

境内自然人

0.39%

1,180,900

0

0.36%

1,087,300

0

华安宏利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其他
金

公司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孙刚先生和刘国平女士是夫妻关系，分别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与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孙震是父子、母子关系。除以上情况外，公
动的说明
司未知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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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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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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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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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
定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目标，克服困难，积极应对，多措并举，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出趋稳向好的态势。一方
面继续以 “产业聚焦、转型升级、优化提效”为经营主题，持续巩固、优化、发展汽车及配件产业，同时聚焦新
能源电动物流车的研发生产，使公司制造业产业结构获得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的实施，该项目已于报告期获得证监会核准。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将有助于公司整合资源、拓展新市场、促进
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可以有效推动公司尽快由传统制造业进入
新能源制造行业和信息金融科技服务行业，使公司成为国家战略新兴行业的领先企业。项目实施完毕后，公司
将实现“制造业+互联网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双主业、双轮驱动模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531.68万元，较同期下降9.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17.84
万元，较同期下降31.7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19.87万元，较同期上升
15.49%。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1、上半年国内大宗原材料价格较同期有所下降；2、根据产
业转型升级战略，公司在上半年进一步优化了低附加值的家电配套业务；3、报告期内，公司为防范整体业务风
险，更加注重优质客户的开发与维护，有计划有目的的优化掉一部分原有风险客户。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1、公司在报告期内收到政府给予的企业发展扶持基金等较同期减少幅度较大；
2、2015年上半年公司收到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日照兴业、日照兴发的业绩补偿款，相应增加了净利润，但
本报告期公司未有该类收益。综上，2016年上半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上升较大，企业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聚焦汽车及配件类产品研发及优质客户的拓展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汽车及
配件类产品收入占比较同期增长6.18%，汽车及配件类产品的毛利率较同期增长3.19%，带动公司整体产品毛利
率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这为公司后期稳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年初既定的经营
目标，本报告期，公司在做好汽车及及配件类产品的同时，一方面积极推进新能源电动物流车一期项目建设，
另一方面加大对新能源物流车的研发与市场开拓。但由于2016年上半年国家在新能源专用车行业的补贴政策尚
不明朗，新能源专用车行业在上半年未能顺利进入补贴目录，该类产品上半年全国产销量滞缓，受这一大环境
影响，公司上半年在新能源电动物流车领域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对此，公司经营管理层没有放弃该市场，仍然
坚持新产品的研发及市场的开拓工作，为后期政策好转、市场放开做好了充足的资源准备，以期抓住机遇尽快
实现该产业的快速发展。
2016年上半年，公司重点经营工作总结如下：
1、持续优化原有产品结构，推进公司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继续聚焦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
高的汽车及配件类产业发展，加大在该产业领域优质客户的拓展力度，同时对原有业务产品、客户进行优化、
升级，通过对加油门、B柱加强板等产品的技术研发及生产创新，提升了产品的质量，获得客户高度评价，进一
步巩固了市场份额，为公司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2、加大核心产品研发力度，夯实行业领先地位。本着资源有效利用的原则，公司将研发费用重点投入到核
心产品的开发上，缩减对业绩贡献率差的产品的研发投入，使核心产品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并受到客户好
评。报告期内，公司共获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8项发明专利，其中已有1项获得受
理，申报7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已有5项获得受理，这些新项目的成功夯实了公司产品研发技术在行业内的领
先地位；
3、加强自动化生产水平，打造工业4.0。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通过加大设备、工艺改造投入，提升公司
自动化生产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自动焊接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向工业4.0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4、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提升财务管控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全面预算管理，通过事前预算对获取
的订单进行盈利分析、对各项支出进行有效控制，通过推动全员挖潜降耗、完善员工激励制度等管理措施，充
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提升了财务的管控能力；
5、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加大内控部、法务部、财务部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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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对各环节风险的管控力度，较好的规避可能发生的各种潜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级人员风险能力的培
训，提高员工风险意识，进而提升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
6、实施重大并购重组项目，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2016年1月28日，公司披露了《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联动优势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
案，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批；2016年6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证监许可[2016]1341号”《关于核准青
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公司本次重组
项目获得证监会核准；2016年7月14日，联动优势相关资产完成过户，正式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公司整合资源、拓展新业务，同时可实现新产业与原主业协同快速发展，从而提高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7、完善资金预算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合理配置资金资源、事前对资金收支进行筹划、拓宽
融资渠道等措施减少资金沉淀、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健康、持续、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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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6年3月31日，公司与吴存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上海钜诺钢材加工有限公司80%股权
以上海钜诺钢材加工有限公司截至2016年3月31日账面净资产的80%作价转让给吴存华；2016年4月15日，公司
与吴存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确定了股权转让价格为3,717,700.58元，报告期末该公司不再纳
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2）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与胡朋先生、青岛康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署了《企业租赁经营协议书》，拟将
海立美达电机经营管理权整体租赁给胡朋先生，由胡朋先生独立负责海立美达电机的经营管理工作，青岛康正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为胡朋先生向本公司提供担保。2016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全资子公司企业租赁经营协议书的议案》，租赁协议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正式生效。
报告期末青岛海立美达电机有限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3）截至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注销手续，报告期末
该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刘国平
201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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