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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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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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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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8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尤加标

罗阳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亿利达路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亿利达路

电话

0576-82655833

0576-82655833

电子信箱

yjb.tz@yilida.com

lyx.tz@yili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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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36,692,392.95

606,449,516.58

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673,879.28

64,528,840.59

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0,950,808.66

62,805,307.95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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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29,648.35

-15,845,307.00

6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4

0.147

1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4

0.147

1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3%

4.8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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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6,378,353.31

2,584,254,294.71

3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9,253,240.17

1,506,754,840.5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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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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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章启忠

境内自然人

14.22%

63,000,000

47,250,000 质押

陈心泉

境内自然人

14.22%

63,000,000

47,250,000

MWZ AUSTRALIA PTY LTD

境外法人

9.22%

40,841,000

0

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9%

27,000,000

0 质押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磐厚蔚然－PHC 大宗 1 号基金

4.64%

20,559,000

0

吴警卫

境内自然人

3.02%

13,383,400

0

姜铁城

境内自然人

2.56%

11,354,216

7,937,592

林爱英

境内自然人

2.36%

10,466,422

0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资
其他
产－默炫 1 号投资基金

1.87%

8,283,931

0

纪谷辉

1.73%

7,658,527

0

境内自然人

30,000,000

27,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MWZ AUSTRALIA PTY LTD 章启忠占 60%股权、 陈金飞占
40%股权，章启忠、陈金飞夫妻两人与亿利达之间存在控制关系；
陈心泉系章启忠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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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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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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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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面对材料成本不断上涨等不利因素，公司紧紧围绕经营目标，对内不断强化管理，实
施挖潜增效，加快新品开发，对外加大营销力度，着力巩固空调风机业务，积极拓展建筑通风机市场和出
口市场，主营业务保持了稳健增长，空调风机业务的行业龙头地位继续得到巩固；充电机等新兴产业发展
势头喜人。公司上下坚定信心，坚持以转型升级主线，主动适应新常态，以专业化、国际化为抓手，紧紧
围绕经营目标，对内强化企业管理，加快新品开发，优化产业结构，实施挖潜增效；对外加大营销力度，
着力发展建筑通风机业务，节能电机推广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主营业务保持稳定，空
调风机行业龙头地位继续得到巩固；加大收购兼并步伐。
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逆势增长，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3,669.24万元，同比增长
21.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67.39 万元，同比增长12.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
非正常损益后的净利润7,095.08万元，同比增长12.97%，归属于上市公司净资产从2017年末的15.07亿元
增加到2018年上半年的15.39亿元，企业综合实力得到增强。
报告期内，收购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工商变更手续于2018年1月29日完成，2018年5月31
日，公司以原估值继续增持三进科技9%股权，至此公司共计持有三进科技60%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控股子公司青岛海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产生的投资税前收益为2702万
元。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人力资源提升项目，拟通过人员精简、效率提升，组织流程优化等一系列改革
部署，全体提升公司经营生产效率，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最终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回报广大投资者。
报告期内，在公司治理方面，公司强化董事会的责任，完善董事会的决策程序，并根据监管部门要求
完善内控制度，进一步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积极配合监
管部门的工作，规范公司运作，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为公司发展战略实现创造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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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3 日，公司与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进科技”）原股东戴明西、戴灵芝两
位股东签署了《增资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19,775 万元对三进科技进行增资；工商变更手续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完成，三进科技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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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共计 8,725 万元继续增持三进科技 9%股权，至此公司共计持有三进科技 60%股权。
2018年4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亿利达科技有限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永桓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梅山永桓”）在台州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亿利达科技拟将所持有的青岛
海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洋”或“标的公司”) 51%的股权（对应青岛海洋注册资本人
民币319.566万元）作价人民币12,800万元转让给梅山永桓，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青岛海洋将不再是亿
利达科技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启忠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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