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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1                           证券简称：麦迪电气                           公告编号：2013-034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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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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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泽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春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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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麦迪电气 股票代码 30034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臻 黄婉香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电话 0592-5676875 0592-5676713 

传真 0592-5626612 0592-5626612 

电子信箱 James_li@motic-electric.com flora@motic-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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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32,715.87 137,014,787.95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931,223.31 15,576,047.65 2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707,525.34 15,430,532.40 2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301,808.44 21,817,685.90 2.2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2424 0.3203 -24.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3 -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3 -4.35% 

净资产收益率（%） 4.02% 8.17% -4.15%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3.98% 8.1%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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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950,853.51 550,017,647.65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495,253,661.21 485,236,939.32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5.3832 5.2743 2.06%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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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20.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483.8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476.11  

合计 223,69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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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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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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奥迪控股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66% 54,890,535 54,890,535   

HJW 

Engineering&Co

nsulting Services 
Co.,Limited 

境外法人 7.35% 6,762,000 6,762,000   

H&J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2.61% 2,400,510 2,400,510   

上海棠棣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 1,380,000 1,380,000   

厦门弘宇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963,585 963,585   

厦门格林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963,585 963,585   

厦门吉福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963,585 963,585   

厦门恒盛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676,200 676,200   

王瑞秀 境内自然人 0.43% 395,228 0   

王采国 境内自然人 0.25% 228,16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杨泽声先生与 Hollis Li 先生系叔侄关系，杨泽声先生与张清荣先生、张新民先生系舅甥

关系。杨泽声先生通过麦克奥迪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10.44%股权；Hollis Li 先生通过 H&J

（HK）间接持有公司 2.61%股权；张清荣先生通过厦门吉福斯间接持有公司 1%股权；

张新民先生通过厦门恒盛行间接持有公司 0.41%股权。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之

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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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14,473.27万元,比上年同期的13,701.48万元,增长 5.6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93.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35.52万元,增长 27.9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70.75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27.72%;主要原因如下: 

1. 公司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拓宽了国外市场的销售渠道，报告期内公司外销实现销售收入 4,961.3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 1007.17万元,增长 25.48%;为公司的业绩增长注入了新的增长点； 

2. 公司凭借国际水平的研发团队和技术实力，不断自主创新；同时聘请国外专家，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探索新应用。

以客户为导向，加大了高压产品的研发和销售, 报告期内，高压产品实现销售收入3,717.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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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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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配电设备制造

业 
140,612,914.61 101,285,583.73 27.97% 5.12% 7.38% -1.51% 

分产品 

中压产品 103,258,182.69 75,341,793.36 27.04% -5.04% -1.19% -2.85% 

高压产品 37,174,665.50 25,822,522.81 30.54% 48.63% 42.86% 2.8% 

绝缘拉杆 180,066.42 121,267.56 32.65% 2,500.95% 4,175.48% -26.38% 

分地区 

华东 37,044,367.30 24,793,152.22 33.07% -21.46% -17.75% -3.01% 

西北 8,038,055.20 6,159,489.30 23.37% 44.06% 30.54% 7.94% 

华南 1,534,028.94 1,185,156.91 22.74% 134.38% 166.44% -9.3% 

华中 83,095.01 52,086.43 37.32%    

西南  11,743.58 4,624.02 60.53% -74.26% -79.77% 10.73% 

东北 46,702.64 26,415.87 43.44% -82.3% -77.84% -11.38% 

海外 49,613,026.00 34,603,144.60 30.25% 25.48% 25.81% -0.19% 

华北 44,241,895.94 34,461,514.38 22.11% 9.2% 9.85%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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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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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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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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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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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杨泽声 

                                                                                      

   日期：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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