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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报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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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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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应急 股票代码 3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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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昌奇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大道 5 号  

电话 027-87970446  

电子信箱 army03011184@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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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972,954.06 1,077,745,588.89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772,370.81 101,341,475.57 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09,487,374.32 97,180,690.69 1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0,928,001.93 -219,437,986.84 5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7 0.2086 -3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7 0.2086 -3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5.5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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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268,752.10 3,140,674,872.16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6,524,615.38 1,978,032,862.15 4.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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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40% 414,498,661 414,498,661   

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武汉船舶

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15% 123,763,856 123,763,856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国有法人 2.50% 21,819,433 21,819,433   

中船重工科技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0% 19,248,610 19,248,610   

西安精密机械

研究所（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第七

0 五研究所） 

国有法人 2.12% 18,545,308 18,545,308   

武汉第二船舶

设计研究所

（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

司第七一九研

国有法人 2.12% 18,545,308 18,545,308   



究所） 

夏琼 境内自然人 1.23% 10,719,027    

李新 境内自然人 0.98% 8,585,500    

于美艳 境内自然人 0.9% 7,852,600    

陈誉赛 境内自然人 0.89% 7,780,7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武汉船舶工业有限公司、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西安精

密机械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0 五研究所）、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

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后

称“中船重工”）下属成员单位，其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武汉船舶工业有限公司为公

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的全资下属企业，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中船重工实

际控制的公司，西安精密机械研究所、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均为中船重工下属事

业单位。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夏琼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19,027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719,027 股。 

2.公司股东李新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8,585,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585,500 股。 

3.公司股东于美艳除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33,989 股外，还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18,611 股，实际合计持有 7,852,600 股。 

4.公司股东陈誉赛除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66,712 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313,995 股，实际合计持有 7,780,707 股。 

5.公司股东朱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86,805 股，实际合计持有 7,686,805 股。 

6.公司股东李心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6,529,299 股，实际合计持有 6,529,299 股。 

7.公司股东夏信根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90,322 股，实际合计持有 5,490,322 股。 

8.公司股东王兆祥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国民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67,285 股，实际合计持有 4,96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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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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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秉持“以应急保障为己任，为人类安全作贡献”的企业使命，专注应急装备事业，形成了一个体系（应急交通工程

装备）、两个领域（军用、民用）、三个层次（遂行工程、后勤支援、动员应急）、四个方面（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的

装备产业链，为军队遂行作战、政府抢险救灾及工程公司施工提供应急交通装备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公司还不断开发应

急装备新领域，形成了应急交通工程装备、应急救援处置装备、消防救生装备、公众应急装具四大业务板块。 

（二）主要产品 

公司是国内军用应急交通工程装备领域中规模领先、产品线齐全和研发实力突出的专业制造商之一，也是军方应急交通

工程装备的重要供应商和总装单位。公司的民用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主要用户为政府、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和大型机械制造企业。 

公司产品按板块分为应急交通工程装备、应急救援处置装备、消防救生装备和公众应急装具。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应急交

通工程装备，能提供用于公路、水路、铁路和航空的四类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产品，其中，公路和水路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为公

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包括有应急浮桥、应急机动码头、应急机械化桥、应急大跨度快速桥、应急快速路面、应急停机坪、

各类应急救援处置装备、消防救生装备、公众应急装具等。此外，公司还生产各类专用车辆及提梁机、架桥机等专用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在研科研项目共计22项，上半年新启动7项。研制的装配式公路钢桥辅助架桥系统、Q80动力浮桥等已由科

研转化为新产品，实现了用户批量订购。还开展了预研研究共14项，为后期满足市场科研产品需求打下了基础。2018年公司

对新产品研制的指标要求为15项，目前科技研发部其中国家级重大项目均取得阶段性成果，代表有：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81

米超大跨度应急机械化桥、51米轻质材料应急桥）通过方案设计评审并高效推进，为迎接科技部中期检查打下良好基础。 

（三）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购方式有：部队选型订货、直接向厂家订货和市场采购。前两种采购方式主要针对军品，根据国家军用标准

有关外购器材质量监督要求，军用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产品所需的关键设备及特殊原材料供应商由军方直接指定，公司与相关

供应厂商签订采购合同，军方监督该等供应商向公司的供应情况；对于军品关键设备及特殊原材料以外的部分原材料和配件，

公司采用直接与供应厂家签订采购合同的方式采购，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材料采购成本。除上述情况以外，对于部分通用性

较强的原材料和配件，公司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和自身流动资金情况直接在市场上采购。根据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公司进

行市场采购时，会先在采购合格供方名单中圈定采购范围，再从中进行比价或招议标程序以确定最终采购方。报告期末，公

司列入合格供方名录的供应商数量达400多家。 

2.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核心部件的生产和整车组装由公司完成。总体来说，公司以“柔性生产”方式为主，即主要依靠有高度柔性的、

以计算机数控机床为主的制造设备来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能较好地适应公司产品总体上型号多、品种全、个性



强，但单一品种、型号产品的订单量较少的特点。除此之外，在毛坯件加工、热处理、喷砂等加工环节，公司选择优秀的社

会资源进行配套协作。通过外协加工能够充分发挥专业化协作分工机制，减少不必要的固定资产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满足公司的生产需要。 

3.销售模式 

公司一般与客户直接签订销售合同，其中军品的产品价格根据《军品价格管理办法》由军方审价确定，民品的定价方式

为市场定价，价格趋势为随行就市。但在国际贸易业务中，军品外贸出口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只有拥有军品出口经营权的军

贸公司才能从事军品出口业务，公司的军品外贸合同签订及产品出口需通过军贸公司进行。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11,697.30万元,同比上升3.64%;营业利润为12,872.09万元,同比上升8.18%;利润总

额为12,883.34万元,同比上升7.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77.24万元,同比上升9.31 %。截止2018年6月30日,

公司总资产为304,026.88万元,同比增长-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07,652.46 万元,同比增长4.98 %。公

司业绩驱动主要因素如下:  

1.行业快速发展推动因素  

在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和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的共同作用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宏观政策给市场释放出利好。 

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为公司业务进

一步的拓展的带来了机遇期。 

应急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正处于发展机遇期。国家组建应急管理部，可以看出国家对应急管理方面的高度重视，同时也

将带动应急产业发展，应急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行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将会有一系列具体的鼓励、引导和扶持政

策相继落地。 

    2.公司自身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核心业务和市场拓展计划,结合既有市场的业务需求,积极拓展新市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深度聚

焦应急装备产业，建设了线上线下两类营销渠道，强化顶层营销、实施品牌经营、推进军民融合，密切市场技术联动。有

效的拓展了军队、政府、社会三个市场版图，逐步实现应急交通工程装备、应急救援处置装备、消防救生装备、公众应急

装具四大业务协同发展。 

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客户优势、产品质量优势、产业链优势和规模优势,牢牢把握行业快速发展契机,通过持续研发投入

和技术创新,不断推进主营产品技术升级,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优化升级产品销售结构,同时,公司通过有效控制采购和制造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提升主营产品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了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增长。 

公司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围绕核心业务和市场拓展计划,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市场布局,一方面继续巩固传统军兵

种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其他军兵种业务,不断扩大未涉及市场领域,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继续保持

在应急交通工程装备领域中规模领先，产品线齐全，且研发实力突出的优势，应急交通工程装备产品不断在新军种市场延伸，

部分新军种市场开发成效显著。 

公司在海外市场已有二十余年的市场运营经验，稳定的国际客户关系，海外专职高素质营销团队，国际化经营具有一定

规模，公司军品在国际市场取得一定的成绩，并在全球化布点，成立了驻外办事处，依托海外办事处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

在销售区域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并构建了丰富的人脉关系网络，为下一步的业务拓展积攒了宝贵的资源。 

公司采用强化国际市场化思维，拓展经营范围，推动国际贸易经营模式创新。逐步形成了经营人员、海外布点、经营方

式、产品种类、市场基础等全方位要素的协调、平衡、有序、健康发展。 

   （五）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在应急交通工程装备领域继续保持国内市场领先优势,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国内市场主要的专业市场：

交通、安监、消防、地震等；其中消防市场相对成熟，其他专业市场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国内应急市场的用户主体目前主要还是政府和专业救援队，应急管理部的成立，将更加规范行业管理，对应急产业发展

具有欲动作用。和国外相比，国内的志愿者救援市场及公众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国外相比，

国内的市场规范化管理和准入门槛尚未完全形成，除消防和医疗救援等较成熟的领域外，其他领域的检测和认证体系缺失，

迫切应急领域的行业组织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公司在应急交通工程装备领域处于国际市场领先水平。国际市场拓展已覆盖全球50%的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以亚洲市

场全面开发，非洲除南非外区域作为重点市场，美洲以拉美市场为主，欧洲市场从东欧和西欧进行介入，逐步扩展。 

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还较薄弱，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公司的主营产品高度吻合国际市场需求，国际市场蕴藏

着巨大的潜力。 

公司产品的特性是建设周期短、机动性强、适应能力强、技术性能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比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

公司产品性价比更高。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引领，公司早期的国际化经营思路，市场开拓的逐年深入，公司的品牌

在应急行业已被越来越多的客户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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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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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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