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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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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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大智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68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刚

孙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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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25162571

024-25162569

电子信箱

xiegang@bltcn.cn

sunq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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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07,803,661.07

463,701,042.20

463,701,042.20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344,176.04

-19,305,375.85

-20,307,693.77

-12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964,451.29

-26,945,167.58

-26,945,167.58

-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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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057,749.78

-51,637,080.93

-48,601,054.15

-17.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5

-0.0204

-0.0195

-1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5

-0.0204

-0.0195

-1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6%

-1.33%

-1.34%

-2.0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233,698,934.34

2,375,379,229.02

2,375,379,229.02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4,300,950.32

1,370,696,844.53

1,370,696,844.53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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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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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53%

433,300,169

0 质押

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
境外法人
限公司

16.61%

173,306,391

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2.83%

29,500,000

0

沈阳卓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25,255,697

0

沈阳福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16,108,075

0

许喆

境内自然人

0.49%

5,130,000

0

彭越煌

境外自然人

0.35%

3,660,000

0

李福玉

境内自然人

0.19%

2,014,240

0

王杰

境内自然人

0.17%

1,813,000

0

万小沙

境内自然人

0.17%

1,778,000

0

数量
115,114,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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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3,500,169 股
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9,800,000 股，合计持有 433,30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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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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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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我国电梯行业依然面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能结构性过剩，尤其是中低端产品，同质化现状依旧凸显，
短期看房地产政策调控依旧影响电梯行业新增梯量的增长率，尤其影响商业住宅新梯需求的基本面未有明显改善。
中长期来看，在中国工业化、新城镇化不断推进的政策支撑下，以及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等因素的推动下，加之旧梯改造、
老房加装电梯带来的需求增量，使得电梯市场仍可以在较长时间保持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780.37万元，同比下降12.05%；实现净利润-4,581.29万元，同比下降120.06%，其中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34.42万元，同比下降123.29%，资产负债率40.93%。公司进一步加强市场推广及品牌建设，加
快技术升级和新产品研制，提升内部运营管理效率，主要完成了以下各项工作：
1、电梯制造业务
（1）市场方面
截至报告期末，在手订单30.22亿元；2019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9.2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5%。
目前全国销售系统根据市场发展情况设立了29个分公司，每个分公司针对客户开发群体成立各自的销售事业部和项目管
理部，快速服务并及时响应客户需求。国际市场，报告期内加大了东南亚,中美,南美、俄罗斯和中东区域的市场开拓力度，
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博林特电梯成功与汇丰地产、佰亿置业等知名地产公司精诚合作，为其提供近百台博林特2019年全新升级产
品，为客户提供安全、舒适、节能、环保的产品以及优质、快速的服务。
报告期内，博林特电梯为沈阳沈河区小西小区增设沈阳首个加装电梯试点，已经完成了电梯加装方案。签约陕西铜川铁
诺小区、上海静安腾龙苑3号、上海闵行金汇路、上海金杨路703号项目。这些在旧楼加装梯领域执行或签署的项目将成为未
来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国际市场：中标哈萨克斯坦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新建馆舍工程；签约2020金砖峰会和第十二届上合峰会主会场电梯项
目，这是博林特电梯首次进军国际性重大会议场所，也是继2018年公司中标俄罗斯世界杯项目后再次中标国际标志性工程。
（2）技术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新品研发，完成了如下项目：卓悦Ⅲ电梯研发、ESG-282219&ESG-282319 30度100副轮重载
公交型自动扶梯的开发、一体化管理平台系统开发、智能呼梯设备配套技术的研发。获得3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申请专利5
项。
2、智能制造机器人业务
（1）市场方面
目前，公司已与中国中车、中航工业、中船重工、航天科技等大型央企有了一定的项目合作，未来将积极推动相关企业
项目更多的落地实施；另外与方太、苏泊尔等高端厨卫企业建立了较密切联系，相关项目已在实施中。
（2）技术研发
截至报告期内，拥有专利4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3项、软件著作权6项，报告期内获取的专利1项及在申请专
利3项。
3、风电业务
报告期内，风电子公司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与南京中核新能源、汇能集团、山东水发集团进行了接洽，确定了发挥好
双方各自优势，寻找项目联合开发可能性的合作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上新井项目的12台风机订单投产正在积极跟进。目前朝阳新富项目合作开发事宜推进顺利，同时有望签
订项目的EPC工程总包。
4、资本运作
筹划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为加快公司战略转型、加快扩产项目进度，完善智能制造产业布局，2019年4月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提示性公告》，2019年5月，公司披露了《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2,000.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轨道交通车辆智能制造装备与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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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削一体化机器人系统产业化项目”。
2019年8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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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
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此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及上市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无影响。
（2）列报格式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本公司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会计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
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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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宝华
2019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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