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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8-0066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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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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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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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重机 股票代码 00253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凯  

办公地址 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  

电话 0372-3263686  

电子信箱 wuk292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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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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59,682,573.28 654,384,309.71 4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906,016.60 21,360,386.54 20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60,402,081.51 60,236,112.22 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6,633,041.43 145,546,259.73 21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2 0.0266 20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2 0.0266 20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0.66% 1.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800,397,391.08 7,722,571,812.74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86,683,994.47 2,920,777,977.87 2.26%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59,682,573.28 655,072,351.41 654,384,309.71 4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65,906,016.60 20,487,130.72 21,360,386.54 20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0,402,081.51 13,531,726.62 14,193,067.12 325.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456,633,041.43 126,592,113.51 145,546,259.73 21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2 0.03 0.0266 20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2 0.03 0.0266 20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0.69% 0.66% 1.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800,397,391.08 7,722,571,812.74 7,722,571,812.74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986,683,994.47 2,920,777,977.87 2,920,777,977.8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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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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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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郭现生 境内自然人 29.81% 238,970,614 179,227,960 质押 218,053,937 

韩录云 境内自然人 8.80% 70,550,740 52,913,055 质押 61,937,684 

郭书生 境内自然人 1.34% 10,741,965  质押 10,660,000 

宋全启 境内自然人 1.34% 10,717,778 10,717,778 冻结 10,717,778 

河南银企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4,062,499  质押 3,370,000 

张熔炉 境内自然人 0.47% 3,800,000    

朱斌 境内自然人 0.32% 2,600,000    

陶文涛 境内自然人 0.25% 2,015,000    

王乾平 境内自然人 0.25% 1,992,900    

刘建华 境内自然人 0.23% 1,880,5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张熔炉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800000 股；张治中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1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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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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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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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围绕“能源装备综合服务业务和军民融合业务”

双轮驱动的的发展战略，凭借行业品牌、技术、管理等优势，全力抢占市场份额，公司经营

持续改善。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5,968.26万元，同比增长 46.6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590.60万元，同比增长 208.54%；综合毛利率 25.01%，同比提升 2.79

个百分点。 

1、报告期内各项业务情况 

煤矿机械及综合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42,217.84万元，同比增长 39.46%；毛利率为 37.28%，

同比上升 5.32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煤矿机械及综合服务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毛利率同比上

升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国家供给侧改持续影响，公司煤机产品订单量大幅增加，营业收入增

加；二是公司产品及综合服务的价格有所提升。 

铸造生铁业务实现收入 46,189.68 万元，同比上升 94.36%，产品毛利率 11.44%，同比上

升 9.39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铸造生铁业务收入及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子公

司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本报告期产量增加，增幅达 47.06%；二是受国家供给侧改持续

影响，2018年产品销售均价较去年同期增长 11.18%。 

商业保理业务实现收入 5,271.51 万元，同比增长 8.84%；业务毛利率 28.75%，毛利率较

上年同期上升 2.99%。该业务收入及毛利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业务的融资成本不变，

但业务量增加，导致业务收入及毛利率同步增长。 

2、依托现有优势，大力推进军民融合业务 

公司为响应国家推动实施卫星产业发展和大数据战略的要求，加快推进公司军民融合业

务板块的发展，于本报告期期初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河南数据与应用中心、河南省空间

信息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2018年 4月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一三研究所友好协商，就某型产品研制生产工作，达成开发合作协议。同时，为促进新

能源产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双方就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工程建设、生产运维等合

作事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在上述领域的布局，将为未来军民融合业务的发展奠定良

好基础。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加快节奏，加强力度，将军民融合业务打造成公司的优势业务

板块。 

3、深入推进公司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剥离商业保理业务 

2018年是公司全力实施“能源装备综合服务业务和军民融合业务”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

的开局之年。“商业保理项目”与上述战略不符，为实现公司战略聚焦，集中优势资源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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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公司将盈信保理 51%的股权全部转让，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盈信保

理股权转让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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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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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内新增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为：成都天科精密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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