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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9        证券简称：优德精密        公告编号：2018-039 

优德精密工业（昆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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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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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德精密 股票代码 30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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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鹰  禹娟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高科技工业园北门路 3168 号 江苏省昆山高科技工业园北门路 3168 号 

电话 0512-57770626 0512-57770626 

电子信箱 jdcn@jouder.com jdcn@jou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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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87,296.74 240,738,220.81 -1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90,852.46 40,784,869.37 -3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431,608.98 38,797,567.36 -3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669,994.09 -15,981,121.97 36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2 0.3059 -3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2 0.3059 -3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8.92%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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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347,709.12 764,537,297.08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2,589,289.56 499,603,272.1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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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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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正雄 境外自然人 33.77% 45,030,000 45,030,000   

United Creation Manage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7.45% 23,270,000 17,452,500   

BEEANTAH INDUSTRIAL 

(M) SDN. BHD. 
境外法人 7.58% 10,110,000 4,397,850   

FRIENDLY HOLDINGS 

(HK) CO., LIMITED 
境外法人 7.50% 10,000,000 0   

东发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9% 7,590,000 1,764,675   

昆山曼尼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 2,180,000 2,180,000   

昆山品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2% 700,000 525,000   

王彩林 境内自然人 0.37% 500,000 0   

武汉兴开源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500,000 0   

昆山康舒坦特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3% 440,000 3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曾正雄先生及通过其控制的昆山曼尼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与前 10 名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彩林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 股。公司股东陈亨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0,035 股外，还通过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3,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3,235 股。公司股东岳成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2,000 股外，还通过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8,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0,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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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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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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2018年度经营计划与重点规划展开，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公司上半年度总体经营

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348.7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63%；营业利润为3,113.8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33.85%；利润总额为3,101.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669.0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56%。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73,834.77万元，与期初相

比下降3.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9,258.93万元，与期初相比下降1.40%。 

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因素为国外汽车新车型项目开展较去年同期减少。2017年北美新车型

项目集中开展，汽车模具、汽车模具零部件供应链上下游厂商订单饱和；2018年北美新车型项目开发减少，

出口模具项目下降，受此波动影响，公司订单有所减少，此为正常的项目周期循环。根据国际模具协会

（ISTMA）的数据，2017年中国模具市场（消费）达到2,433亿元人民币，约占世界模具消费量的1/3，模

具进口量20亿美元，约占世界模具进口量的1/8，模具出口额近55亿美元，约占世界模具出口量的1/4。可

以看出，中国的模具已经完全融入了从消费到贸易的国际市场。而消费市场对新车型的需求并没有减弱，

下游汽车行业的发展还将推动汽车模具行业及模具零部件行业的发展。 

 

（二）报告期内各项业务开展情况 

        1、销售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持续加强与主要客户的技术交流与互动，协助客户解决实际

遇到的难题；同时，公司投入了优德产品辅助设计软件的改版制作，预计在2018年年底完成，借助于智能

化、信息化管理方式和工具，有效提升客户对优德产品的使用体验、工作效率与客户服务速度。  

       2、生产及研发方面 

生产持续依照市场需求，依据“精益求精、品质卓越、客户满意”的质量方针，优化作业流程，不断探

索与提升精密零部件生产制造技术与信息化管理，引进国外先进精密加工设备，结合公司强大的研发技术，

提升精密零件加工精度与制造效率。 

公司研发及管理团队结合市场需求，持续在新产品研发及技术研发的投入。截至2018年6月30日，拥

有22项发明专利和33项实用新型专利。公司研发投入832.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91%。由于行业内对公

司专业性及市场知名度高度认可，公司主导参与制定模具零件的九项国家标准和一项国际标准，其中三项

在2018年4月已经开始实施。 

        3、管理方面 

为有效提升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公司持续优化ERP系统的管理机制，同时规划导入先进排程系统，

透过信息化管理的方式，优化派工顺序、产能分配及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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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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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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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优德精密工业（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正雄 

二0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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