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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8-082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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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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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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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桥起重 股票代码 0025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洪泉 段丽媛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电话 0731-22504007 0731-22504022 

电子信箱 sid@tqcc.cn sid@tqc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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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884,770.71 461,510,849.47 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714,347.49 42,011,026.98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774,125.24 38,507,423.71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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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902,362.79 -48,283,254.29 -31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2.2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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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4,727,015.11 3,361,437,808.87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0,482,585.16 2,079,347,354.44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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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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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05% 117,567,039 64,878,261   

华电电力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03% 10,859,933 22,382,767   

中铝国际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0% 15,390,552    

成固平 境内自然人 2.54% 8,893,470 3,302,609 质押 15,661,600 

范洪泉 境内自然人 1.80% 7,270,515 19,370,702 质押 12,630,800 

邓乐安 境内自然人 1.62% 6,539,847 17,167,098 质押 6,240,000 

刘建胜 境内自然人 1.27% 5,133,060 17,965,710   

徐学明 境内自然人 1.12% 4,548,294 15,919,028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4% 3,816,144    

葛月龙 境内自然人 0.84% 3,566,658 11,608,3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与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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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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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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在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紧缩、环保政策趋严、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背景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888.48万元，同比增长16.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71万元，同比增长6.43%。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354,472.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09,048.26万元。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上年铝冶炼专用设备及

港口设备订单较多，在本报告期确认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股东大会年初制订的任务目标，谨遵“服务社会和国家经济的和谐发展、致力客户和企业价值的稳

定提升、立足员工和股东利益的持续实现”的经营宗旨，以“保稳定，促发展”为基本方向，强化“一体两翼”发展战略。 

面对市场需求疲软、原材料上涨、利润空间不断压缩等问题，公司加紧战略布局，通过创新促进产品升级，通过提高内部管

理水平提升企业效益。公司重点开展并推进了以下工作： 

（1）延伸拓展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领域 

    2018年4月，公司分别与战略合作伙伴发起设立的湖南天桥嘉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株洲天桥奥悦冰雪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成立，显示公司立足高端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并不断延伸拓展的决心。截止目前，湖南天桥嘉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团

队的建设，并持续在跟进一些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的布局与改进项目，同时研发设计与母公司产品相关的自动化方案。株洲天

桥奥悦冰雪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与以色列IDE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协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含香港 、澳门及台

湾地区）内，采用以色列IDE科技股份有限公专利及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真空制冰机VIM100, VIM400, VIM850产品系

列。 

（2）借助央地联合重组促进公司转型 

    中车集团与株洲市人民政府已经就央地企业联合重组工作成立联合领导小组，也已经明确了待中车产投混改完成后，由

公司定向发行股份收购时代电动100%股权，如此公司产业转型路径明确。待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成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

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重大突破。 

（3）立项解决品质提升活动重要问题 

    在去年首次开展品质提升年活动的基础上，2018年的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具有针对性，品质提升重点立项23个。对于已

经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成立5个”QC”小组，重点跟踪落实直到解决问题；活动办公室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月度检查、通报，

督促项目进展；在OA办公平台开设“部门在行动”、“天桥十佳”、“总结提升”等系列活动专栏，上半年共推送宣传报道26

篇，通过群策群力，深入挖掘，共同促进公司产品及个人工作质量的品质提升。 

（4）提升技术研发创新促进产品升级 

    在智能化数字时代，为了引领并满足客户需求，公司积极探索自动化设备的改进升级。报告期内完成了湖南镭目智能化

天车试点示范项目、赤峰云铜 “缓冷渣场自动洒水机及自动调度系统”项目；联合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共同对中铝防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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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智能化多功能天车进行前期技术交流与准备工作。研究出口型第四代电解铝多功能机组相关工作，为未来产品出口做

足准备。推广应用三维设计，完善工艺工装，减少设计差错，提高生产效率。 

（5）规范子公司运营构建集团化管理模式 

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一级与二级子公司已达11家。为强化子公司管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各子公司进行调研，从规范

运营、组织机构、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等方面加以指导。梳理子公司与母公司衔接的工作流程，并宣贯《子公司管理实施细

则》，加强对子公司业务指导，推动各子公司规范运行，逐步构建集团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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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017年12月29日下午,公司与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株洲嘉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创始团队发起设立湖南天

桥嘉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4月2日天桥嘉成完成工商登记，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股权比例51%，根据天桥嘉成的

章程规定，公司可以控制天桥嘉成的经营活动，故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B、2018年4月2日，公司与北京奥悦冰雪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株洲科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起设立株洲天

桥奥悦冰雪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股权比例40%。根据天桥奥悦的章程规定，公司可以控制天桥奥悦的经营活动，故本期纳入

合并范围。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建平 

 

201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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