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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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迪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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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4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臻

黄婉香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舫山南路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舫山南路
808 号
808 号

电话

0592-5676875

0592-5676713

电子信箱

James_Li@motic-electric.com

flora_huang@motic-elect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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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68,008,364.77

327,364,573.96

1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314,840.98

39,009,332.66

3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2,142,838.02

38,575,968.00

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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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364,569.27

14,279,293.38

224.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71

0.0764

4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4

0.0764

39.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0%

4.23%

1.1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1,169,916,348.67

1,134,340,170.31

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0,541,219.65

991,307,755.53

2.9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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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奥迪控股有
境外法人
限公司

40.92%

208,762,140

香港协励行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24.15%

123,220,204

123,220,204

厦门麦克奥迪协
创股权投资管理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68%

13,691,132

13,691,132

中央汇金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

6,652,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一四组合

1.03%

5,263,624

H&J HOLDINGS
境外法人
LIMITED

0.65%

3,322,040

赵炳利

0.53%

2,690,430

三明弘宇嘉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0.49%

2,494,34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欧价值智选回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48%

2,424,574

三明格林斯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0.48%

2,424,574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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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声先生通过麦克奥迪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7.16%股权，通过香港协励行间接持有公司 4.23%股权，合计间接持有公司 11.39%股权；
Hollis Li 先生通过 H&J（HK）间接持有公司 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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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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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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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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整个宏观经济仍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在此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
企业转型与创新成为企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重大课题。公司要应对此宏观压力，就需要不断为企业发展拓展空间。基于此，
公司在沈阳投资设立沈阳麦克奥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占股51%，为公司未来发展打开一个契机，从单纯依靠环氧绝缘制品制
造商向能源互联网运营服务商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保持企业原有业务稳定前提下，通过产业布局和机制创新来适应新的经济
环境，即要有效控制风险也需要企业通过变革来保持企业活力，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打下基础，为公司
未来战略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公司目前属于双主业的业务结构分别为“环氧绝缘件”+“光学显微镜”，公司在巩固原有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前提下，根据
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产品，通过产品结构、客户结构持续优化，提升品牌影响和市场综合竞争力。报告
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管理层审时度势，积极举措，遵循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
和产业环境的新形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不断地推进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同时，公司优化销售体系提升市场开拓
能力，巩固公司的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公司核心竞争力，持续改善公司产品和服务品质，稳步推进各项业务顺利开展。公司
经营业绩保持稳健上升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立沈阳麦克奥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与厦门标睿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和沈阳国资委所属的沈阳信息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以现
金出资5,100万元整，占合资公司51%的股份。必须通过本次投资，使公司有机会抓住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机遇，寻找合适机
会参与到能源互联网、能源科技和能源互联网运营等领域中。利用振兴东北的机遇，建立有国资背景的联合体，这是公司从
生产关键绝缘零部件到能源互联网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此投资符合企业发展总体思路和发展战略，通过吸收并消化国内外先
进的能源科技管理经验，有望未来为公司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下一步战略发展是
一个有效支撑。
日常经营管理上，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1、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800.84万元，同比增长12.42%；营业利润6,234.13万元，同比上升31.46%；利润总额
6,490.40万元，同比上升3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31.48万元，同比上升39.24%。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2.42% 。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759.34万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5,821.12万
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976.83万元（其中募集资金906.86万元，专户存储扣除手续费后的累计利息收入为1,069.97万元）。
3、客户拓展方面
在保持原有客户业务量稳定的基础上，公司也需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营销体系，持续优化营销管理理念，通过重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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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营销机构提升公司的营销管理水平；同时不断丰富企业产品线，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客户结构、产品结构。双管齐下
有效保证利润来源的稳定性，不断创造新的利润来源，持续提升抗风性能力。
环氧绝缘件行业保持同全球输配电行业跨国企业集团合作的同时，海外销售团队持续开发新的海外客户重点进一步开拓
新兴市场，在国内市场对于企业机动性要求更高，需要调整营销架构充分利用自身的工艺技术和质量控制优势，寻找行业内
知名重点企业开展合作，通过新技术推广和应用及产业链整合，来提升企业竞争力优势。光学显微镜行业继续延续“直销+
经销”的销售模式，充分利用Motic强大的品牌效应，立足于光学显微镜、数码显微镜和显微图像集成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作为业务核心，通过不断提高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生产工艺水平、扩大销售渠道并加强成本及
费用控制等方式，来维持和提高该业务的盈利能力。
4、技术研发
研发作为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关键，公司始终将不断保证企业有效的研发能力作为工作重心。报告期内，公司根据销售
部门市场获取的最新咨询，研发部门会通过有效沟通串联形成有效反馈机制，使研发和销售、服务过程能够更紧密结合，使
研发部门获得足够市场信息支持，给产品和技术开发提供足够支持。持续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
立足于技术创新，着重开发符合需求、符合公司资源现状、符合行业特点的应用技术创新，更加突出市场需求对产品研发和
服务的导向作用，突出集成创新和成果的转化应用，努力制造出具有行业特点、公司特色和富有竞争力的产品。
5、人力资源方面
公司不断探索科学、规范的激励体系与管理机制，规范现行绩效管理体系，优化现行绩效管理方式。及时根据外部环境
变化调整KPI考核体系，实现员工收入与公司绩效及长远发展有效挂钩，强化员工的归属感、使命感、责任感。积极开展员
工培训，针对制造型企业的特点结合麦克奥迪自身特点，组织各种各样的岗位培训、技能培训、管理知识培训、质量管理培
训等。通过具有实效的培训和学习，提高了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的素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和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的有效开
展。
6、内控制度建设方面
公司持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不断充实和完善相关内控制度，上市以来建
立一系列的内部控制流程和制度，以此为基础，要求审计部对公司现有制度梳理规范，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
的调整和修补。保证公司制度和流程统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提升企业运作效率。明确界定了各部门的目标、职责和权
限，建立了相应的授权、检查和问责制度，确保其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倡导“精细化的管理模式”。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管理通过不断调整，积极推进公司销售体系的构建工作；推行精细化管理在人力
资源、商务、生产过程管理、工作流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管理水平，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管理成本；实施全面预算，
费用管控达到预期效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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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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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设投资沈阳麦克奥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持股比例为51%；新成立全资子公司麦克奥迪（厦门）电气投资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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