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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0                           证券简称：永利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5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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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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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股份 股票代码 3002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恽俊 魏冉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旺路 58 号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旺路 58 号 

电话 021-59884061 021-59884061 

电子信箱 yunjun1982@yonglibelt.com wr@yonglibelt.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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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97,481,046.47 1,372,420,361.57 1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5,938,758.33 147,489,360.53 4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59,506,574.31 141,792,122.07 12.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758,501.14 200,507,383.76 -1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46 0.1807 46.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46 0.1807 4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5% 5.72%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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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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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3,450,260.83 4,200,641,042.52 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78,556,386.86 2,712,581,683.70 6.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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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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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佩浩 境内自然人 29.53% 241,007,477 180,755,607 质押 83,332,800 

黄晓东 境内自然人 10.44% 85,238,294 63,928,721 质押 20,387,999 

天风证券－光大银行－天风证券天旭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78% 39,045,037    

姜峰 境内自然人 4.29% 34,990,452 26,242,839 质押 11,340,000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其他 1.98% 16,200,00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其他 1.79% 14,582,605    

王亦嘉 境内自然人 1.37% 11,202,48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36% 11,121,883    

陆文新 境内自然人 1.36% 11,064,06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7,808,0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史佩浩与王亦嘉系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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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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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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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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业务格局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轻型输送带制造企业，专业从事各类轻型输送带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自2015年5

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英东模塑新增精密模塑业务，公司销售规模、盈利能力均得到提升。2016年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方式收购炜丰国际100%股权，将这家较为成熟的国际化经营企业纳入公司精

密模塑业务板块，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高端精密模塑业务。英东模塑专注于向汽车及家电行业的高端品牌客

户提供精密模塑产品，炜丰国际的下游客户主要分布在教育玩具、消费电子、通信设备行业、医疗器械、

计算机行业等领域。 

至此，公司确定和深化了以轻型输送带与精密模塑产品为核心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其中，轻型

输送带业务谋求产业高度，发展策略及战略目标为“巩固自身在轻型输送带领域的领先优势，积极拓展塑

料链板输送带等其他产品线，实现世界一流轻型输送带供应商以及成为全球轻型输送带行业的领导者”；

精密模塑业务谋求产业广度，发展策略及战略目标为“积极拓展新客户并提升客户质量，以高精尖产品为

目标，扩充模塑业务的产品线，在提升行业地位的同时快速扩大模塑产品的市场规模和利润水平”。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以工业化生产与销售为主，形成了三个主要业务板块： 

1）轻型输送带业务板块。 

2）精密模塑业务——英东模塑板块，主要面向汽车、家电行业。 

3）精密模塑业务——炜丰国际板块，主要面向消费电子、智能家居、医疗器械、教育玩具行业。 

公司基于各业务板块不同的市场与技术特点，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独立管理，并在组织架构上进行

区分，分别评价其经营成果。 

（2）总体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9,748.10万元，同比增长16.40%。本报告期公司总体业务规模不断扩

大，销售进一步增加，营业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5,598.50万元；同比增长43.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21,593.88万元，同比增长46.41%，其中，与业务活动无关的应付股权转让款汇率变动影响金额为-214.26

万元。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275.85万元，同比减少18.83%。本报告期公司因备

货生产，以及未到期应收账款的增加，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3）各业务板块财务指标与经营分析 

1）轻型输送带业务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2,833.15万元，同比增长20.58%，占公司营业收入的20.55%。轻型输送带业

务是公司上市之初原有业务，仍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逐步增加的市场需求，公司本报告期继续着力于国

内和海外市场的开拓，收入增长率保持稳健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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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3,533.48万元，同比增长18.56%。该业务经营模

式保持稳定，净利润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基本匹配。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47.72万元，同比增长35.68%。主要系轻型输送带业务

规模增长，通过加强客户和供应商结算方式与账期的严格管控，本报告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长。 

2）精密模塑业务——英东模塑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71,725.53万元，同比增长25.83%，占公司营业收入的44.90%。公司本报告期

继续致力现有客户的进一步深化及新客户的拓展，使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4,230.36万元，同比增长32.51%。公司进一步加

强管理，在开源节流的大政策下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094.66万元，同比增长259.20%。主要系英东模塑上年同

期原料采购备货增加，并且开发模具投入增加，导致上年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低。 

3）精密模塑业务—炜丰国际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5,189.43万元，同比增长13.66%，占公司营业收入的34.55%。炜丰国际业务

规模保持稳步增长。 

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4,044.29万元，同比增长42.65%。该业务本报告

期营业利润中包含出售百汇科技BVI处置收益4,461.14万元，故该板块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133.47万元，同比减少42.13%。本报告期公司下属深圳

百汇业务规模大幅增长，备货生产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以及未到期应收账款的增加，导

致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4）报告期内重点工作 

1）优化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发展并重”的发展战略，推动公司轻型输送带及精密

模塑业务“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在轻型输送带业务领域，为进一步整合和规范营销体系，细化业务分

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永瑟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公司下属永利德国

在荷兰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在精密模塑业务领域，为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炜丰国际出售其全资子公司百汇科技BVI 100%股权，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香港塔塑对

其全资子公司墨西哥塔塑减资；同时，为进一步扩大产能以开拓新客户，炜丰国际通过收购新艺工业及永

协发展，获得其下属子公司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在建厂房及机器设备等。 

2）加大技术研发 

公司持续投入技术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公司内生增长动力，以创新驱动公司发展，提高公

司核心竞争力。本报告期，公司规范研发管理的各项流程，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品配方，以满足

客户的需求为关键，在保证产品稳定性的前提下，提高产品性能；积极做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强化公司科技创新人才梯队的建设；同时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坚持走可持续创新的道路。2018年上半年，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获得20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发明专利及2项软件著作权的授权证书，且完成42项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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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申报工作。 

3）强化集团管控 

公司于近年完成了一系列的并购重组，新业务的逐步开拓、事业版图的大范围扩张给公司注入了新的

活力与增长点。报告期内，通过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各业务板块的凝聚力，公司逐步适应资产、人

员和业务规模的增长，并进一步降低文化和管理差异带来的整合风险。一方面，加强集团核心管理团队的

建设，深化集团层面的人力资源、采购、财务管理、内部审计管控，推动各业务板块责任机制的建立，继

续推行有效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热情，让组织持续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搭建公

司基本的管理信息平台，加深员工的企业认同感，提高集团整体化规范管理的效率，确保公司未来持续健

康的发展。 

4）加强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随着运作规范化、规模化，公司对于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管理人才、营销人才和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不断

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实行公开招聘、择优录用的聘用办法，遵循规范的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

完善考核评价制度，进一步深化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为公司发展提供人

力资源保障；同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积极培育现有人才队伍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引进高端人才的力

度，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5）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互动易、投资者咨询专线电话、专用邮箱等

多渠道与投资者进行交流互动，积极回答投资者的提问，积极开展投资者调研，增进投资者与公司交流的

深度和广度。同时，公司继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运作，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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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

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 

2018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

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

行调整。2017 年 1-6 月从“营业外收入”重分类

至“资产处置收益”1,493,129.39 元；从“营业外

支出”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410,406.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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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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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年相比，增加6户，减少1户，其中： 

1）本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永瑟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新设增加 

Wellwaij Belting Herkenbosch B.V. 新设增加 

新艺工业（香港）有限公司 

（Sun Ngai Industries（HK）Co., Limited）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 

永协发展有限公司 

（Ever Ally Developments Limited）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 

永协精密科技（开平）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 

开平市百汇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 

2）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Broadway Precision Technology Ltd. 因本报告期转让持有的100%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2018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史佩浩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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