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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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大智能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8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隋文涛

李洞宇

办公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27 号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27 号

电话

024-25162569

024-25162732

电子信箱

suiwt@bltcn.cn

lidongyu@blt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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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642,695.91

611,933,273.09

-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096,979.75

34,421,386.27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977,292.14

26,478,978.76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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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957,761.52

-108,908,708.56

-1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7

0.0360

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7

0.0360

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2.4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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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191,869.69

2,498,989,340.44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1,546,402.68

1,434,864,315.51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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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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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远大铝业 境内非国有法
集团有限公司 人

40.20%

384,424,560

远大铝业工程
（新加坡）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16.47%

157,551,264

2.83%

27,100,000

沈阳卓辉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2.44%

23,365,324

沈阳福康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1.61%

15,373,800

许喆

境内自然人

0.48%

4,562,000

彭越煌

境内自然人

0.30%

2,830,000

侯连君

境内自然人

0.29%

2,772,900

刘艳香

境内自然人

0.29%

2,745,020

于志刚

境内自然人

0.27%

2,604,42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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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925

1,883,1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一致行
的说明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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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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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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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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成套配件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整机产品的安装
和维保业务。主要为国内外住宅、商场、公寓、酒店、写字楼、公共设施等领域提供电梯产品。电梯产品的性能主要包括安
全性、可靠性、高效性和舒适性。此外，节能环保、高速化、智能化已成为电梯产品的主要发展趋势。集团旗下智能高科以
智能磨削机器人制造为切入点，主要面向航空、航天、航海及轨道交通领域，逐步实现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的战略愿景。
（2）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以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来根据项目、建筑和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电梯及相关产品。
（3）经营业绩：
公司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8,464.27万元，同比去年下降4.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09.7万元，同
比上升了1.96%。其中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407.26万元，同比下降4.74%；主营业务成本37,272.42万元，同比下降3.26%；主
要受销售梯量下滑和销售单价下降所致，公司为扩大市场占有率，在销售单价上稍作调整。主营业务毛利35.07%，同比36.07%
下降1.00%；其他业务收入1,057.01万元，同比上升了13.52%。
上半年三项费率为25.32%，同比去年下降2.83%,公司各职能部门严格按预算控制费用，缩减不必要的支出，在节流上取得显
著成效。其中销售费用8,912.7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2%，主要是广告宣传费、租赁费和售后服务费增加所致；管理费
用5,955.09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1.43%，主要是税金和研发支出减少所致；财务费用-65.9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9.41%，主要是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截至2017年0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244,119.19万元，负债总额为97,582.54万元，股东权益合计为146,536.65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39.97%。
（4）行业形势
①电梯行业
报告期，电梯行业受宏观经济调控，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投资及出口乏力等影响，行业整体短期内增速放缓趋稳。但从长期
来看，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仍将持续，国内保障房和廉租房等住宅的建设规模仍然较大，工厂、基础设施及商业地产
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较大，电梯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②智能制造机器人
伴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持续深化，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智能高科紧扣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
人替代、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制、供应链优化，建设重点领域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的政策导向，积极拓展航空、航天、航
海及轨道交通领域。随着“十三五规划”的持续推进，智能制造机器人行业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受政策层面的大力推动，其行
业发展将面临历史重大机遇期。
（5）公司发展策略
根据全球市场发展情况和趋势，结合“工业4.0”智能化水平要求，契合《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落实向高端装备制造
业转型的方针，公司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其要点如下：
①公司积极推进品牌宣传与推广，优化国内销售网络并加快海外市场的拓展速度，完善电梯生产、销售、维保及其相关配套
服务的深耕细作和产品线延伸，通过成本领先、质量控制、内部管理、激励制度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手段，稳步提升公司主
营业绩。
②公司牢牢抓住“工业4.0”升级的重大历史机遇，坚持研发创新和技术先导战略，在智能磨削机器人应用领域持续发力，依
托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优势，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磨削机器人应用技术及工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不断推进
公司由传统装备制造业领域向智能化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
③公司逐步落实“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借助自身在电梯等方面多年累积的技术优势和经验，参与海外相关投资项目，
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在印度合资子公司正式产品下线，主要开展电梯设计、生产、安装、维保及零部件销售等业务。抓住国
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契机，辐射非洲、中东、东南亚地区。2017年下半年度公司计划在东南亚布局海外项目，拓展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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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转型提供强有力支持。
（6）公司下半年计划
企业转型无法一蹴而就，产业升级之路任重道远。2017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战略方向，推动公司向高端装备制造
业转型，加大智能制造机器人产业投入，通过强化企业“智能制造”内源性技术动力，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巩固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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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
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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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会【2017】
13 号）的通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
会计准则施行日开始正式执行该准则。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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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子公司沈阳远大智能高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上海远大浩博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占
该公司100%股权，将其纳入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公司在德国设立的沈阳博林特电梯（德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12.4万美元，占该公司100%股权，于2017年5月10日注
销，将其撤出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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