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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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王金华 出差在外 吴德政 

董事 郑友毅 出差在外 王  虹 

独立董事 彭苏萍 出差在外 肖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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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426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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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72,002,486.18 36,424,714,722.68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299,623,616.50 14,963,750,678.8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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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229,111.89 -194,543,676.60 

  

营业收入 7,754,248,359.69 5,516,288,794.85 4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75,334,217.34 335,269,716.03 4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52,313,294.27 327,781,412.86 3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120 2.36 增加0.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 0.081 41.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 0.081 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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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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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69.27 2,866,985,36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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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87,820,910 0 无 0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其他 0.73 30,244,52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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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工银瑞信基金－工商银行－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 
其他 0.60 24,736,929 0 无 0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52 21,458,362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组合 其他 0.42 17,552,457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

克林国海潜力组合混合型证券
其他 0.39 16,205,898 0 无 0 



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0.37 15,259,341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瑞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4,638,57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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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与银华瑞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银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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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6   45.7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31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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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提高质量效益

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抓住煤炭行业形势回暖的有利机遇，继续积极开拓市场，加强资源共享和

市场协同，着力提升经营管控能力，持续强化应收账款清收，加快推进统一购销平台建设，深化

瘦身健体和提质增效，坚决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经营状况持续改善，运行态势良好，收入创历

史同期最好水平，各业务板块收入同比均实现较好增长，其中煤机装备、煤炭生产以及安全装备

业务的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应收账款较期初基本持平。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54 亿元，同比增长 41%；实现利润总额 8.2 亿元，同比增

长近 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5亿元，同比增长 42%。2018 年上半年，实现基

本每股收益 0.12元。 

今年上半年，公司煤机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1.18 亿元，同比增长 53%，占本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的 41%，仍为本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技术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13.26亿元，同比增长 14%；

煤炭生产销售实现营业收入 9.46 亿元，同比增长 56%；安全装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8.69 亿元，

同比增长 38%；工程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5.54亿元，同比增长 21%；环保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87

亿元，同比增长 23%。（注：以上营业收入均为分部间抵销后数据）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板块新签合同额继续保持增长，新签合同金额 123.5 亿元，同比增

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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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