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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08               证券简称：中际装备             公告编号：2013-025 

山东中际电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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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5） 

公司负责人王伟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戚志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霞声明：保证本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6）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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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际装备 股票代码 3003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扬锋 张卫东 

电话 0535-8573360 0535-8573360 

传真 0535-8573360 0535-8573360 

电子信箱 zhongji300308@zhongji.cc lh@zhongji.cc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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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37,402,861.12 85,337,060.13 -5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387,605.38 22,883,984.19 -2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元） 
6,280,372.81 22,748,916.64 -7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437,255.07 -28,889,567.99 177.6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87 -0.43 143.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9 -4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9 -41.03% 

净资产收益率（%） 3.29% 6.27% -2.98%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21% 6.23%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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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402,537.97 544,780,290.83 1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532,282,024.95 520,917,818.97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4355 7.81 -43.21%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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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020,000.00 上市扶持资金及递延收益转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332.44 保险赔款及手续费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60,099.87  

合计 11,107,232.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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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中际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6% 57,433,500 57,433,500   

泽辉实业（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01% 24,016,500 18,012,375   

浙江富鑫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 3,600,000 2,700,000   

郑静和 境内自然人 0.81% 970,000 0   

吴英妹 境内自然人 0.37% 450,000 0   

邸淑珍 境内自然人 0.31% 370,000 0   

余郑华 境内自然人 0.26% 311,637 0   

陈树昆 境内自然人 0.24% 284,100 0   

毛诚忠 境内自然人 0.22% 258,695 0   

俞涌金 境内自然人 0.19% 228,1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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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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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3年国际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受此影响2013年上半年公司下游行业

的市场景气度仍未根本提升，行业需求不够旺盛。另外，去年行业下滑的余波在本报告期内继续体现，给

公司经营带来较大压力和挑战。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管理层以市场为导向，着力对内部运营管理体

系进行调整，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逐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积极推进与德国ELMOTEC 

STATOMAT公司战略合作事宜的具体实施，不断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和拓展国内外新市场新领域，增强公

司中长期的战略竞争能力，继续巩固公司在电机绕组制造装备行业的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但终因受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了一

定幅度的下滑。201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402,861.1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6.17%，实现利润总额

20,456,006.3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2.90%，实现净利润17,387,605.3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02%。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电工机械专用

设备制造 
37,061,407.81 20,677,402.25 44.21% -56.49% -51.85% -5.38% 

分产品 

单工序机 18,520,878.18 10,452,852.73 43.56% -28.74% -20.1% -6.1% 

多工序机    -100% -100% -100% 

半自动生产线 664,957.26 367,955.02 44.66% -93.42% -91.6% -12.02% 

自动生产线 1,432,478.64 766,560.29 46.49% -95.77% -95.89% 1.56% 

重要零部件 16,443,093.73 9,090,034.21 44.72% 18.56% 45.53% -10.24% 

分地区 

华北地区 1,326,598.29 745,541.37 43.8% 17.08% 36.46% -7.98% 

华东地区 33,296,654.46 18,572,518.09 44.22% -57.12% -53.24% -4.63% 

华南地区 1,538,367.52 886,576.42 42.37% -71.29% -59.56% -16.71% 

其他地区 899,787.54 472,766.37 47.46% -12.99% -2.76%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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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37,402,861.12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6.17%，主要原因是受国内外经济

形势影响，公司下游行业的市场景气度仍未根本提升，行业需求不够旺盛，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营业

成本发生额为30,014,187.22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0.10%，主要原因是由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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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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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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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山东中际电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王伟修 

                                                        201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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