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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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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一节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天成 600112 天成控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磊 戚莉丽 

电话 0851-28620788 0851-28620788 

办公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长征电气

工业园 

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长征电气

工业园 

电子信箱 chenlei201401@yeah.net lillian311@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805,645,619.03 2,673,396,878.97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94,978,124.58 1,153,220,261.84 3.6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74,803.77 -8,434,255.01 116.30 

营业收入 367,629,964.18 288,892,890.80 2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126,440.27 6,070,938.75 39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880,455.41 3,765,287.35 -62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787 0.5222 增加2.05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92 0.0119 397.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92 0.0119 397.4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1,0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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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34 93,403,800 0 质押 93,403,8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3.25 16,537,000 0 无 0 

黄正国 境内自

然人 

1.50 7,614,615 0 无 0 

吕清 境内自

然人 

0.70 3,550,500 0 无 0 

李庆勇 境内自

然人 

0.49 2,518,900 0 无 0 



秦忠莉 境内自

然人 

0.47 2,381,202 0 无 0 

范新菊 境内自

然人 

0.38 1,947,826 0 无 0 

张玉兰 境内自

然人 

0.36 1,847,500 0 无 0 

蔡新炜 境内自

然人 

0.35 1,760,800 0 无 0 

江国健 境内自

然人 

0.34 1,745,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控股股东银河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紧密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为顺应国内外

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形势和压力，积极调整经营战略和举措，贯彻执行“集中全力发展电气设备制

造业务，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开发业务，保持金融产业现有规模”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公司不断优

化电气设备产品及业务结构，持续加强与客户的合作广度和深度，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同时拟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加大在电气设备领域的投入力度，提升制造装备水平，不断延伸产

业链条，夯实传统主业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2017 年以来锆钛矿产品市场价格全面上涨并有望

持续，公司下属参股公司香港长城抓住机遇制定了新的市场营销策略，形成了良好局面，为公司

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打下了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76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7.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12.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6.24%。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电气设备制造业 

销售方面，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下行的市场环境，公司深入实施发展战略，攻坚克难，

加大产品推销力度，优化销售与定价政策，巩固深化原有客户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并持续开发新

客户，不断挖掘潜在的市场资源；围绕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公司加快“走出去”步伐，

国际市场签约取得新突破，在现有的国外市场基础上新增了白俄罗斯、越南和东帝汶等多个合作

领域。 

研发方面，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十分重视对研发的持续投入，致力于提高技术创新能

力以加快主营产品的研发和升级。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了 ZELX24 -12kV 环保气体绝缘分界开关、

40.5kV 的 SF6 气体环网柜、ZWT 条形无励磁分接开关、ZD 电动机构等多项新产品的研发，并已实

现小批量销售。另外，国内第一套 40.5kV 额定电流为 800A 的环网柜，中铁项目埃塞俄比亚的产

品样机，已通过埃塞俄比亚、中铁、GE 三方代表的验收，后续将实现生产交货。 

生产方面，公司在不降低产品的品质、性能的基础上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材料浪费，

整合生产车间，减少冗员，提高了生产效率，有效降低了制造费用，同时按照公司生产周期合理

安排材料进货时间，减少库存，降低资金占用。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自有资金完成了定增募投项目，即超高压、特高压变压器用分接开关，

以及智能固体绝缘开关柜的样机研发和装配工作，并即将对样机进行型式试验；对型式实验站进

行升级改造，实施信息化建设及智能制造。 

（二）矿产资源开发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的海外锆钛矿企业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产品产量不断提升且回运

量不断增大，为最大限度提高矿砂回运速度，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香港长城持续加大运输设备

与油料的投入，增强矿砂货运和舶运能力，制定新的市场营销策略，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方案，

逐步打开了钛矿销售市场，实现了公司成立以来钛精矿销售的“零突破”，形成了锆中矿、钛精矿

同步销售、互为补充的良好局面，使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钼镍矿方面，公司继续按期完成所属矿业子公司采矿权的年检工作，确保矿权合法有效。贵州省

内继续执行钼镍矿行业政策调控，公司所属矿山企业严格按照省、市政府部门的统一安排和要求

持续加强矿山安全建设。 

（三）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贵阳贵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合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优化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公司运营良好，截至 2017 年 6 月末，租赁业务

投放额达 40.44 亿元，实现税后利润 0.21 亿元，经营规模与效益同步增长； 2017 年上半年汇川

农商行各项存款余额为 124.75 亿元，较年初增幅为 3.07%，各项贷款余额为 84.50 亿元，较年初

增幅为 11.24%，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76 亿元，净利润 9265.91 万元，效益居全省农商银行前

列；天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基础业务稳步发展，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公司坚持依法合规审慎经营

的态度，严格完善风控体系，改进平台系统。2017 年上半年，天成贷累计交易量总额达到 1399

万元，满标成功率达到 100%，还款本息一直保持零逾期，零坏账。公司将在金融行业现有领域持

续稳步发展，实现较好的投资收益。 

（四）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087 号)，公司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发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的实施，将实现公司高中压电气设备制造的业务升级，扩大企业市场份额，提高核心竞争

力及盈利水平，进一步巩固公司电气设备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该事项对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公司将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偿还银行贷款，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优化公司

债务结构，改善公司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