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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3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公告编号：2018-83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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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参加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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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宣工 股票代码 0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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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青松 贾斌、郑增炎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电话 0311-66500923 0311-66500923 

电子信箱 xgdsb@sina.com xgdsb@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311,527,138.58 136,364,680.33 2,234,757,951.19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601,086.91 -9,646,727.73 125,029,574.68 -5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3,452,177.99 -11,485,375.69 -31,935,305.41 -2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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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3,846,340.21 -105,803,802.78 285,644,434.88 6.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 -0.049 0.192 -54.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 -0.049 0.192 -5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2.39% 2.27% -1.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529,623,532.23 1,370,206,918.70 13,578,480,168.07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22,565,569.98 399,348,065.07 6,557,727,711.19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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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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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20% 151,437,233 151,414,333   

河北宣工机械

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78% 70,369,667    

天津物产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9.58% 62,501,139 62,501,139 质押 62,499,000 

余斌 境内自然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质押 39,370,078 

林丽娜 境内自然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质押 39,370,000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国泰君安君享

宣工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5.43% 35,433,070 35,433,070   

新余市诺鸿天

祺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2% 28,154,155 27,559,055 质押 28,106,714 

长天(辽宁)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0% 24,827,607 24,827,607 质押 24,827,607 

北信瑞丰点石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3.62% 23,622,047 23,622,0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河钢集团与宣工发展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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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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311,527,138.58元，利润总额129,394,759.45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7,601,086.91元，按同

比合并口径计算，比2017年半年度分别变动3.44%，-61.22%和-53.93%，本期因铜矿一期临近闭坑，铜矿二期尚未达产，导

致公司铜棒产量下滑，且受一季度当地气候因素和二季度南非铁路检修及铁矿石价格低位运行的影响，公司铁矿石产销量同

比有所下降。 

本报告期内，为了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董事会进行了改选及换届，多位从事矿业及国际贸易的董事将更有效的

为公司合规治理提出建议和决策。 

针对工程机械板块发展欠佳的现状，公司专门成立市场化变革推进小组，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经营能力的新提

升。 

第一，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充分激发内在活力和创新动力。 

一是搭建“事业部”组织架构，快速推动各业务板块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为加快生产单元与市场深度融合对接，引导各生产厂由生产型向经营创效型主体转变，真正成为独立市场单元，公司围

绕着推土机板块，实行全新的权责清晰、直面市场的“事业部”组织模式。 

二是创新评价机制，切实吸引和留住人才。 

为进一步汇聚人才资源、激发人才活力，公司围绕着人才管理体制以及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保障等工作机制制定了

积极有效的改革举措。调动起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骨干作用，促进公司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主要技术工种、生产操作关键岗

位采取“操作技能工匠”评聘办法，在全公司营造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打造一支“专特精”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培育本土工匠，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以“项目制”为牵引，推进创新驱动和加快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出台了《干部职工岗位创新创效奖励办法》，主要以“项目制”形式激发员工潜能，实现全工序链创效。

上半年，公司上下围绕着产品开发、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生产过程优化、操作工艺提效、产品质量提升等方面，共立项攻关

20多个课题，有效推进了企业创新发展步伐。 

第二，坚持借势发展，加快走出去步伐。 

公司牢固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销售围绕市场转，公司围绕销售转，瞄准国内外热点市场和优势市场等重点

领域，集中公司全部资源进行市场开拓，实现营销新突破。 

一是不断创新营销模式，拓宽营销渠道。国内市场大力培育高端直供客户群。公司紧抓雄安新区建设契机，专门成立办

事处，同时辐射京津冀市场。针对国外市场，公司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销网络建设，通过与俄罗斯、东南亚、非

洲等国家和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工程机械经销商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区域营销网络覆盖面。 

二是着重加强后市场业务维护，为客户提供产品全生命链的服务模式。公司从报告期初开始全面强化配件供应体系建设，

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同时对售后服务队伍进行优化，提高了整体服务能力，稳固了良好的客户关系。 

第三，积极培育孵化新产业，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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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做精做强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打造新产业，不断促进发展结构优化升级，为河北宣工下一步可持续发展夯实

基础。河北宣工自主研制的国内首款高端中马力压雪机SG400已成功下线。公司专门成立了冰雪装备事业部，公司将把发展

冰雪项目作为企业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做强做大、做好做优。 

     公司矿业板块在报告期内，按照公司战略稳步发展，随着募集资金的逐步到位，为公司铜二期项目建设提供了稳固的

资金保障。期初，公司矿业板块启动新老作业场所转换交替工作，新建铜浮选厂竣工验收，大批旧选厂工人转入到新选厂；

报告期初已开始启动铜冶炼厂改造项目，预计在2019年底投入运行，在本次升级改造过程中，公司选派优秀技术人员参与建

设，对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进行培训。目前因铜一期临近闭坑，铜矿二期尚未达产，逐步开始着手二期队伍的生产准备工

作，将有一部分工人开始由铜一期转移到铜二期，生产力量逐步向铜二期转移。由于新老交替导致职工岗位变化较多，大量

人员整合调整，抽调人员进行新工艺及技术培训，稀释了目前技术力量，加之设备维护和检修也影响了部分铜产品生产，对

公司业绩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高品磁铁矿和蛭石生产方面，通过多项措施克服不利因素，保证了产品品质及生产稳定性，在

铜矿产量下降的同时为公司业绩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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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董事长：刘键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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