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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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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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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精达股份 股票代码 6005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孔友 储忠京 

电话 0562-2809086 0562-2809086 

传真 0562-2809086 0562-2809086 

电子信箱 zqb@jingda.cn zqb@jingda.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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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7,274,029.00 4,178,733,378.09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80,774,904.62 1,574,030,114.99 0.43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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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26,108.27 268,108,697.32 18.51 

营业收入 4,604,533,909.79 4,317,088,586.21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932,396.40 78,011,623.85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3,766,581.27 51,336,915.24 43.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3 4.99 增加 0.0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1 0.108 2.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1 0.108 2.78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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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976 108,000,000 0 无 

 

铜陵精达铜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394 96,589,600 0 质押 73,000,000 

 

梅元鼎 境内自然 2.773 20,000,0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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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78 17,870,837 0 无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965 14,173,800 0 无 
 

江建军 
境内自然

人 
1.607 11,586,100 0 无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604 11,568,190 0 无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类

资金信托 R2007ZX083 
未知 1.219 8,793,599 0 无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015 7,317,206 0 无 

 

上海中建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992 7,151,98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和第四大股东为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

联公司。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之间及与第五至第十名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 1-6 月公司产品生产和销售总量分别为 107,929 吨和 106,624 吨，其中特种电磁线产品产

量 69,642 吨，销售量 67,221 吨，销售收入 328,205.35 万元，与 2012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7.05%、

6.49%、9.18%。1-6 月公司营业利润 10,920.53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4.04%，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93.24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18%。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604,533,909.79  4,317,088,586.21  6.66  

营业成本 4,191,875,162.29  3,952,815,093.89  6.05  

销售费用 54,364,323.98  48,002,432.92  13.25  

管理费用 170,587,060.35  152,364,501.10  11.96  

财务费用 66,860,896.28  82,666,182.35  -1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726,108.27  268,108,697.32  18.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8,586.45  -69,865,224.33  107.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103,782.58  -429,786,249.02  27.38  

研发支出 114,535,557.84  95,438,662.58  20.0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销量增长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销量增长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量增长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研发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票据贴现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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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票据贴现减少及回款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收回委托贷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偿还短期融资券及回购股份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新增子公司研发支出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制造业 4,547,394,430.98 4,136,327,102.55 9.04 21.73 21.56 
增加 0.13

个百分点 

家电销售 4,839,316.25 4,259,937.80 11.97 47.81 47.12 
增加 0.41

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 175,803.54 164,857.72 6.23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电磁线 3,282,053,535.83 2,956,859,737.04 9.91 9.18 10.17 
减少 0.80

个百分点 

裸铜线 661,922,995.06 648,393,156.44 2.04 2.74 1.66 
增加 1.04

个百分点 

纸包线 55,749,705.12 52,600,185.90 5.65 -34.68 -35.10 
增加 0.62

个百分点 

汽车、电子

线 
547,668,194.97 478,474,023.17 12.63 14.41 6.19 

增加 6.76

个百分点 

家电销售 4,839,316.25 4,259,937.80 11.97 47.81 47.12 
增加 0.41

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 175,803.54 164,857.72 6.23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4,360,944,469.85 9.18 

国外 191,465,080.92 -14.29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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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委托贷款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方 

名称 

委托贷款金

额 

贷

款

期

限 

贷

款

利

率 

借

款

用

途 

抵押

物或

担保

人 

是

否

逾

期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

否

展

期 

是否

涉诉 

资金来源

并说明是

否为募集

资金 

预期收益 投资盈亏 

淮矿铜陵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270,000,000 
一

年 
12 

流

动

资

金 

淮 南

矿 业

（ 集

团）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否 否 否 否 

自 有 资

金，未使

用募集资

金 

32400000 3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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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已经披露了《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情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精达股份拥有 14 家控股子公司和一个参股子公司。精达股份对外投资企业的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名 称 企业类型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 广东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70.00% 1,408.60 万美元 生产销售漆包线 

2 天津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70.00% 1,249.11 万美元 生产销售漆包线 

3 铜陵精迅特种漆包线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20,101.00 生产销售漆包线 

4 铜陵顶科镀锡铜线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7,300.00 生产销售多头铜绞线 

5 铜陵精达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75.00% 600.00 漆包线、家用电器的销售 

6 铜陵精工里亚特种线材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70.00% 725.25 万美元 生产销售漆包线 

7 江苏精达里亚阿尔岗琴工程线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51.00% 1,828.00 万美元 生产销售异形线 

8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70.00% 1,970.00 万美元 生产销售漆包线 

9 铜陵精远线模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91.00% 3,100.00 模具的生产销售 

10 铜陵精选线材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95.06% 3,700.00 铜杆的生产销售 

11 广东精迅里亚特种线材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70.00% 7,503.86 生产销售漆包线 

12 铜陵精达物流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97.60% 300.00 货物运输 

13 铜陵精达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00 漆包线、废旧物资销售 

14 常州市恒丰铜材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70.00% 1289.21 金属材料拉丝加工等 

15 铜陵市金顺矿业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5.00% 8,000.00 
许可经营项目：铜矿地下开采；矿

石精选及销售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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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主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业绩分析 

①铜陵精迅特种漆包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4 月 4 日 

注册号：340704000001586 

住所：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彬 

经营范围：漆包圆铜线、漆包圆铝线及其它电磁线，异形线，裸电线，电线电缆的制造和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铜陵精迅特种漆包线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1-6 月净利润为 1,825.12 万元。 

②铜陵顶科镀锡铜线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6 月 15 日 

注册号：340700400000624 

住所：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彬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等级镀锡铜线、裸铜线、镀银线、多线和单线、束绞线、编织线、束

绳线、无氧铜杆、毛细铜管、漆包束绞线。 

铜陵顶科镀锡铜线有限公司 2013 年 1-6 月净利润为 1,266.29 万元。 

③广东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9 月 16 日 

注册号：企合粤南总副字第 001483 号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长虹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彬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特种漆包线、漆包微细线、电磁线、产品内外销售。 

广东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2013 年 1-6 月净利润为 1,924.73 万元。 

④江苏精达里亚阿尔岗琴工程线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6 月 27 日 

注册号：320581400004627 

住所：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金门路 

法定代表人：陈彬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从事特种异形铜（铝）线、特种异形漆包铜

（铝）线、大规格特种圆漆包线、纸包线、纸包组合导线、换位导线及特种电磁线的生产制

造，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江苏精达里亚阿尔岗琴工程线有限公司 2013 年 1-6 月净利润为-990.06 万元。 

⑤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4 月 10 日 

注册号：340700400000472 

住所：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彬 

经营范围：漆包电磁线、裸铜线、电线电缆的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 

铜陵精达里亚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2013 年 1-6 月净利润 1,068.58 万元。 

 

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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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本 721,133,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2013 年 5 月 22 日，上述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公司新增合并子公司铜陵精达矿业公司和常州市恒丰铜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世根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