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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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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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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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运通 6019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道远 赵曦瑞 

电话 010-80803979 010-80803979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海四路158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海四路158号 

电子信箱 ir@jytcorp.com ir@jytco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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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3,375,524.92 13,451,380,331.99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75,819,693.38 6,563,605,238.18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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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43,568.89 332,750,272.82 -112.15 

营业收入 1,201,620,491.81 758,980,376.21 5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932,317.26 182,038,524.69 8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8,827,185.41 161,301,282.38 7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3 2.87 增加2.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9 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9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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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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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运通达兴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08 700,000,000 

  
无 

  

冯焕培 境内自然人 20.55 409,998,668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8 51,418,098   无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4 50,761,420 

  
无 

  

上海甄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甄投创鑫 16 号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1.99 39,700,000 

  

无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0 27,921,637 

  
无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0 27,921,637 

  
无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宝聚

昌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24 24,793,196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6,982,200 

  
无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

中铁宝盈－广泰进取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4 16,735,82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冯焕培先生为北京京运

通达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上述两位股东属

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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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运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京运 01 136788 2016.10.24 2021.10.24 1,200,000,000.00 4.00 

北京运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6 京运 02 136814 2016.11.03 2021.11.03 1,200,000,000.00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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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5   51.0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21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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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各业务板块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高端装备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0,095.75 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511.71%，

该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 2017 年年底签订的 3 亿元重大销售合同在今年上半年确认收入。 

新能源发电业务方面，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并网的光伏电站（含地面电站和分布

式电站）和风力发电站累计装机容量共计 1,313.20MW，较去年同期增长 24.12%，该业务报告期

内实现营业收入 56,621.1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2.63%。  

公司新材料业务产能迁移尚在进行中，业务规模有所收缩，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758.93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46.00%。 

节能环保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562.97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3.76%，由于市

场竞争和成本等因素，该业务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京运通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未能贡献利润。虽然经营暂遇困境，但公司节能环保事业部也作出了各种努力，希望

提高产品竞争力，保持技术特色优势。在努力提升销售业绩的同时，节能环保事业部持续重视和

推进技术研发工作，2018 年 6 月，中国船级社型式认证专家对山东天璨研发的船用 SCR 蜂窝式

烟气脱硝催化剂进行了型式认证，并颁发了型式认可证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162.05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58.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3,193.23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82.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882.72 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79.06%；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7 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推进各业务板块的发展。 

高端装备业务方面，公司实行以销定产模式，强化风险控制，根据行业整体发展情况和产品

需求量来合理调整营销策略。同时，公司各类新型半导体设备的研发工作也在进行中。 

新能源发电业务方面，公司将综合考虑政策调整和行业波动等各项因素，严格遵守公司电站

项目的内部收益率考核标准，谨慎筛选符合投建条件的优质项目，稳步拓展业务规模。 

新材料业务方面，公司将按计划有序推进内蒙古乌海新材料产业园区的建设。 

节能环保业务方面，公司将继续强化脱硝催化剂业务的成本管控和销售拓展，力争实现盈利，

并将继续重视技术研发和创新，提高公司环保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公司还将强化环保工程业务，

使其与脱硝催化剂销售业务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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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