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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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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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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科技 60058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建 侯立宁 

电话 010-84262803 010-84252851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

路5号天地大厦6层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

路5号天地大厦6层 

电子信箱 fanjian@tdtec.com houlining@td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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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83,251,803.34 35,359,042,655.63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224,872,286.24 14,015,646,246.31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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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43,676.60 -611,686,577.06 

  

营业收入 5,516,288,794.85 4,581,221,295.66 2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35,269,716.03 289,080,359.55 1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27,781,412.86 267,786,525.01 22.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60 2.150 增加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070 1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070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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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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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69.27 2,866,985,364 1,364,252,822 无   

全国社保基金 108组合 其他 1.14 47,000,018 0 无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1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80 33,184,06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27,659,358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3 21,996,400 0 无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人 
0.52 21,458,362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9,938,710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9 16,001,1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14,700,000 0 无   

俞苗根 

境内 

自 然

人 

0.33 13,728,2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同为本公

司的发起人股东；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嘉

实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的基金；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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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天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6天地 01 136644 2016-08-23 2021-08-22 10 4.6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6.26   47.1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8.71   11.77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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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推进，2016年底以来煤炭价格大幅回升，大型煤炭

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持续好转。报告期内，公司抢抓煤炭生产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以及

对煤机装备需求增加的机遇，发挥公司科技创新以及“一体化”经营优势，积极开拓市场，科学

组织生产，强化内部管理，推进提质增效，公司及各单位经营状况明显好转。 

本报告期，公司新签合同总额 95.28亿元，同比增长 82.18%，各业务板块的合同额均有不同

程度增长。其中，煤机装备业务新签合同额 44.89亿元，同比增长 96.75%。 

2017年上半年，公司煤机制造、安全装备、环保装备、煤炭生产、技术项目等主要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同比均有增长，工程项目营业收入有所降低。其中，煤机制造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33.60%；安全装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6.32亿元，同比增长 17.80%；环保装备板

块实现营业收入 3.14 亿元，同比增长 7.07%；煤炭生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08 亿元，同比增长

61.31%；技术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11.64亿元，同比增长 1.02%；工程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4.57亿元，

较去年同期降低 15.72%。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16亿元，同比增长 20.41%；实现利润总额 5.48亿元，

同比增长 77.37%；实现净利润 4.11 亿元，同比增长 59.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亿元，同比增加 15.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8亿元，

同比增长 22.40%。2017年上半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0.0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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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 15 号），本公司对 2017

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

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2006年 2月 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等 38项

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2）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  

（3）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本公司应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修改公司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



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无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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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