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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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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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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杜美林 出差 荆冰彬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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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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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 60016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迎魁 

电话 0351-6361155 

办公地址 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电子信箱 tyhi@t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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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6,963,304.22 29,064,093,613.15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093,160,268.15 4,076,478,767.93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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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5,899.20 -1,182,676,181.6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230,305,249.58 1,151,551,710.41 18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394,980.89 -591,990,855.2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335,526.80 -607,649,175.9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525 -11.5185 增加11.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56 -0.244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56 -0.244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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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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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84 662,650,710 0 无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7.74 198,417,015 0 无   

兴业财富资产－兴业银行－

兴业国际信托－兴业信

托·恒阳 2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2.85 73,008,139 73,008,139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1.98 50,819,400 0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9 43,335,566 0 无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家 1.28 32,723,400 0 无   

东吴基金－上海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96 24,509,803 24,509,803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84 21,656,998 0 无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73 18,603,089 0 无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六

禾嘉睿 12号基金 

未知 0.67 17,156,862 17,156,86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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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复苏，煤炭、冶金、矿山和基建等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回暖。

面对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在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运行状况出现明显好转。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3 亿元，同比增长 1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9.5 万元，同比

扭亏为盈。 

1、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新产品、出口产品订货 

先后完成中车物流轮轴、中冶赛迪 350t 起重机、Φ180 三辊连轧机组、太原地铁盾构机后续

项目、大唐华创 2MW 风电增速器、一重油膜轴承等重大项目订货，有力地支撑了公司规模的增

长。45m³挖掘机、TZM500 全地面起重机、TZL750 全地面桁架臂起重机等一批新产品的签约，推



动了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印度铁道部车轮、美国轮轴、中冶京城（伊朗）85t 桥机、

俄罗斯 35m³挖掘机、中冶赛迪（马来西亚）6m 顶装焦炉等重大出口项目合同的签订，推动了公

司“一带一路”的稳步前进。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新增订货 49.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5%。起重机、轧钢设备、焦化设

备和工程机械与去年同期相比订货增加，矿山设备、煤化工设备和齿轮传动设备订货同比减少，

锻压设备和轨道交通产品基本持平。 

2、重点产品生产组织成效明显 

江苏田湾 5#机组环吊、忠旺项目压机和南山铝业 125MN 铝挤压机等重点产品顺利出产；三

峡 5MW 海上风机成功验收并发运；地铁盾构机实现连续产出；轨道交通车轮新线单月产量突破 4

万片；钢轮钢锭上半年累计产量完成 3 万吨。 

3、新产品开发与传统产品智能化升级稳步推进 

新产品开发方面，签订 8MW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重大产品开发承包责任书，海洋核动力平台

主汽轮机组完成施工设计，时速 160 公里客运机车车轮完成三种轮型的性能检验。    

传统产品智能化升级方面，完成迁钢智能化无人起重机的现场动作性能测试，开始运行，梅

钢 250t 智能铸造吊完成施工设计，西部超导 80MN 电极压机开发完成准备试运行，江铜 35m³挖

掘机智能控制系统通过试运行。 

4、提质增效工作深入开展 

2017 年是公司发展的“提质增效年”，一方面，通过设计、工艺、采购等环节降成本；另一方

面，深入开展降库存、降应收、保回款工作，同时严格控制三项费用和非生产性开支。 

5、基础管理进一步加强 

制定生产经营资金预算管理办法，强化对资金的管控。将责任、权力和压力层层传导，加快

资金回流，提高预算执行率，强化提质增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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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