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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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常南 请假 李玉敏 

独立董事 王鹰 请假 李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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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 60016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迎魁 

电话 0351-6361155 

办公地址 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电子信箱 tyhi@t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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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84,008,755.13 30,405,677,802.55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135,406,582.79 4,129,450,382.0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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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5,965.66 36,935,899.20 -84.63 

营业收入 2,736,697,486.50 3,230,305,249.58 -1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81,571.57 14,394,980.89 -6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044,456.87 -16,335,526.80 -28.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13 0.35 减少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22 0.0056 -6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22 0.0056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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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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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84 662,650,710 0 无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7.74 198,417,015 0 无   

兴业财富资产－兴业银行－

兴业国际信托－兴业信

托·恒阳 2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2.85 73,008,139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1.98 50,819,400 0 无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家 1.28 32,723,40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84 21,656,998 0 无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73 18,603,089 0 无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51 12,998,800 0 无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9 12,612,600 0 无   

东吴基金－上海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8 12,254,90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制造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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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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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煤炭、钢铁等行业持续回暖，公司运行质量保持平稳。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37 亿元，同比减少 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8.16万元，同

比减少 61%。 

1、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新产品、出口产品订货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完成中车物流轮轴、五寨李家坪 99.5兆瓦风场、河钢乐亭 450吨铸造吊、

江苏武进 JCO大口径直缝焊管生产线、湖北三宁化工 DMO反应器、山西至信宝能 6.25米捣固焦炉

等重大项目订货，有力地支撑了公司发展。TZ-1900液压打桩锤、7500吨蓝鲸号起重船升级项目、

42-65半移动破碎站、WYD260液压挖掘机项目及 TZC750 履带式起重机、TZM1200 全地面伸缩臂起

重机等新产品订货合同的陆续签订，有力地推动了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出口订货方面，

美国和印度轮轴产品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俄罗斯 20立方米挖掘机、台塑越南河静 480吨起重机、

中钢印尼 5.5米捣固焦炉等重大出口项目合同的签订，推动了公司“一带一路”的稳步前进。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货 5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7%。火车轮轴、矿山设备、化工装备、

齿轮传动设备、焦化设备、铸锻件和油膜轴承产品与去年同期相比订货增加，锻压设备、轧钢设

备订货同比减少，起重机和工程机械产品基本持平。 

2、重点产品生产组织成效明显 

报告期内，三峡 1300 吨桥式起重机、首钢京唐 360吨铸造吊、西藏巨龙 WK-55挖掘机等重点



产品顺利出产；国内首台超大型 1900千焦全液压海上打桩锤成功研制并投入使用，填补了国家产

品空白；轨道交通车轮新线单月产量突破 4万片；钢轮钢锭上半年累计产量完成 4万吨。 

3、新产品开发与传统产品智能化升级稳步推进 

新产品开发方面，8MW 海上风电机组完成了技术准备、配套件技术协议及主要配套件供货合

同的签订，并与三峡集团签订了研制与工程应用协议；TZ-3000液压打桩锤完成了锤体方案设计。 

传统产品智能化升级方面，起重机智能化应用逐步打开市场，在梅钢现场召开了“起重装备

智能化研讨会”，实现了起重机智能化产品的有效推广。 

4、提质增效工作深入开展 

2018年是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一方面，在设计、工艺、采购、内部制造、现场

服务等各个环节全面开展目标成本管理；另一方面，深入开展降库存、降应收、促回款工作，按

“一户一策”制定应收账款下降措施和奖励办法。同时严格控制三项费用和非生产性开支。 

5、基础管理进一步加强 

建章立制方面，根据新时代党建工作发展要求，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明确

和落实了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财务管理方面，进一步严格财务预算管理，完善资金运转制度。 

信息化建设方面，公司资金预算平台上线试运行，新的门户网站和产品中心所有内容录制完

成，具备上线运行条件。 

重大项目建设方面，风电装备智能化工厂项目联合厂房土建工程基本完工，办公楼、生活楼

装修基本完工；轨道交通关键件研发制造基地完善升级项目轮轴实验中心一期项目投入运行，二

期项目在建中，新建城轨轮对检修项目齿轮箱检修线和轮对压装线完工，投入试生产。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坚定发展信心，切实采取措施，全面提升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提质增效，

努力实现全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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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