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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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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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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同意以公告实施2017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

日在册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20元现金红利（含税）。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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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重工 60003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友良 周利凯 

电话 010-60738888 010-607388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8号 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8号 

电子信箱 xyl@sany.com.cn zhoulk@sany.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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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16,406 61,554,967 -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193,791 22,717,40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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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709 1,554,181 279.22 

营业收入 19,207,820 11,220,090 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60,110 137,953 7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99,796 -94,786 1,1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4 0.59 增加4.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1 0.018 73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1 0.018 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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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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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45.07 3,451,138,737 0 托管 1,744,670,560 

梁稳根 境内

自然

人 

3.73 285,840,517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70 206,405,108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法人 

1.09 83,108,80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0.94 71,851,189 0 无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 其他 0.91 69,931,717 0 无   



限公司－朱雀三一稳市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国信证券－华夏银行－国

信三一众享 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8 67,084,288 0 无   

国信证券－广发银行－国

信三一众享 2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5 64,735,846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国有

法人 

0.63 47,900,126 0 无   

毛中吾 境内

自然

人 

0.51 38,903,19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名股东中，梁稳根、毛中吾、朱雀股权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朱雀三一稳市 1号证券投资基金及三一集团

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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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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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

债券 

三一转债 110032 2016 年 1 月

4 日 

2022 年 1 月

3 日 

4,49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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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2   0.6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9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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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同步复苏，中国经济好于预期，工程机械行业在经过近 5 年的深度

调整后，自 2016 年下半年以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公司挖掘机械、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桩工

机械均大幅增长，龙头地位更加稳固；军工、高举消防车、智能渣土车等新业务实现突破；公司

深耕“一带一路”，推进国际化营销体制转型，海外业务稳健增长；进一步加强逾期货款、存货及

成本费用管控，公司风险意识与抗风险能力加强，公司管理运营更加高效、健康、可持续。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2.08 亿元，同比增长 7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0 亿元，同比增长 740.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94 亿元，同比增长 279.2%。截

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595.1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1.94 亿元。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成果显著，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质量、风险管理能力均显著提升。 

（一）产品市场地位稳固，销售大幅增长 

2017 年上半年，混凝土机械实现销售收入 66.09 亿元，稳居全球第一品牌。挖掘机械销售收

入 69.05 亿元，国内市场上已连续七年蝉联销量冠军，市场占有率超过 20%，特别是中大型挖掘

机市场份额提升较快。起重机械、桩工机械等产品继续稳固市场地位，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其

中，100 吨级以上的汽车起重机、50 吨级以上履带起重机产品市场占有率居于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 192.08 亿元，同比增长 71.2%，全线产品销售均大幅增长，其中挖

掘机械增长 102.4%、桩工机械增长 226.4%、起重机械增长 69.8%。 

受公司管理水平提升与销售增长影响，公司盈利水平与现金流状况大幅提升，总体毛利率同

比增加 2.6 个百分点,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58.94 亿元，同比增长 279.2%。 

（二）国际业务稳步推进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国际业务稳步推进，实现国际销售收入 57.99 亿元，同比增长 25.9%，

领跑行业。公司海外各大区域经营质量持续提升，印度、欧洲、中东、亚太等区域实现快速增长。 

公司坚决推进国际化、深耕“一带一路”，总体产业布局和“一带一路”区域吻合度高。报告

期内，公司推进国际化营销体制转型，调整海外销售机构及负责区域，提升公司对海外市场的反

应能力与服务能力。 



（三）公司经营质量大幅提升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更加注重经营风险与质量管理，加强应收账款、存货及成本的管理与控

制，优化财务结构。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周转率从上年同期的 0.52 提升至 1.04，存货周转率从上

年同期的 1.41 提升至 2.15；期间费用费率大幅下降 6.3 个百分点，其中，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

少 14.7%，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3.5 个百分点。 

2017 年 6 月底，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7.9%，较年初下降 4.1 个百分点，公司财务结构更加稳

健。 

（四）业务转型取得实质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军工、举高消防车、环保智能渣土车、创业孵化器等新业务。 

2017 年 6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五研究

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军用、军民两用水陆两栖特种装备研制开发方面达成合作意

向，该合作将推进公司由陆地装备进入水中装备行业。 

公司研制的具有国内领先环保节能水平的智能渣土车已实现产品系列化，进入批量生产与销

售阶段，已在全国２０多个省份实现销售。 

公司基于成熟的混凝土泵车折叠臂架技术及泵送技术研制举高消防车已进入批量生产与销售

阶段。公司继续加大消防车研发力度，研制系列新品：开发 23 米长臂主攻消防车，具有消防灭火

与破拆两种主要功能，用于解决商场等闷顶式建筑灭火难题；开发冲锋消防车，可以冲入火场内

部，实施快速侦查、灭火的特种轮式装甲消防车，填补市场空白；开发 62 米高喷消防车，适用于

大型厂房、港口、石化企业、大型商场、文体中心等大跨度建筑的灭火救援，具有工作幅度大、

万升泵、无线遥控、集中控制、多功能、任意支撑等特点。 

湖南三一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报告期内获长沙市人民政府授予“长沙市智能制造孵化基地”，

或湖南省经信委授予三一众创“湖南省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五）研发创新成果显著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累计申请专利 7880 项，授权专利 5338 件，申请及授权数居国内

行业第一。2017 年上半年，公司推出多款极具竞争力的创新产品，代表性新产品主要包括： 

1、2017 年推出 SY395H、SY365BH、SY750H 三款矿山重载系列挖掘机,公司重载系列产品已可

满足中大型矿山 95%以上的型谱覆盖。其中，SY395H 工作装置及四轮一带强化，整机可靠性大幅

提升，油耗和效率达到同吨级产品国际水平；SY750H 挖掘力、作业效率达到同吨位最优，油耗、



协调性领先行业产品。 

2、SYM5171TPJ30 混凝土喷浆车：最大喷射高度 17.5m，最大喷射宽度 30m，最大喷射能力

30m³/h，适用于中型和大型断面尺寸隧道、廊道和边坡的混凝土喷射支护施工。 

3、三一 30 米 C8 泵车：采用豪华高性能三一底盘及全数字液晶仪表，全系标配发动机功率

大（199KW），扭力足（1000Nm），泵送油耗较其他品牌节约 20%以上，适合农村工况；臂架最大

垂直布料高度 30.1 米，可覆盖农村 5 层以内楼房施工需求。 

4、SCC550TB 履带伸缩臂起重机:行业新领域产品，满足施工环境恶劣，施工空间受限等场合；

同载荷条件下，具有更小的的回转半径，具备起重能力强、拆装及运输性能好、作业效率高等优

势，是目前同级别性价比最高的履带伸缩臂起重机。 

5、SCC3200A 履带起重机：全新设计的新一代满足 8m-10m 盾构机吊装的新机型，超强的盾

构吊装能力（10m 半径载荷能力 217t），全面覆盖目前市场上盾构机的吊装；最大单件运输重量

45t，满足全球运输标准；可拓展至风电检修，火电，城市建设等领域，实现一机多用。 

6、SSR100-6 全液压 10 吨单钢轮压路机：排放规格、驾驶室及整机均通过国际市场出口产品

认证。该产品定位于欧美市场。 

7、SAP60C-6 履带摊铺机：针对中小型履带摊铺机市场需求，注重高效、低成本的设计理念，

投入市场以来，其摊铺效果已得到客户的普遍认可，提高整个国内摊铺机行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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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