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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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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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良节能 600481 双良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磊 

电话 0510-86632358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 

电子信箱 600481@shuangli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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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5,526,441.50 3,888,642,138.03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44,024,796.21 2,248,843,067.44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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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92,396.39 40,083,090.76 -561.52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090,604,889.07 1,097,469,736.57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9,586,526.92 54,390,011.47 2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972,854.05 50,083,018.46 -2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09 2.60 增加0.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20 0.0331 26.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20 0.0331 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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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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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12 329,370,517 0 无 0 

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80 307,894,203 0 无 0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28 168,367,21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77 61,769,246 0 未知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8 19,392,000 0 无 0 

缪双大 境内自

然人 

0.89 14,607,722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86 14,007,000 0 未知   

朱斌琳 未知 0.68 11,076,389 0 未知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9 9,696,000 0 无 0 



韩群曜 未知 0.42 6,858,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双良集团有限公司、江阴同盛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苏澄

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互为关联

方，他们拥有共同的终极自然人股东缪双大先生。公司

未知除上述关联股东外的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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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油气、石化、煤化工的投资关注度提升，客户所处的行业有所复苏，但全球宏观经济

面临下行压力，中国持续推动去杠杆和产业结构调整，公司所处的市场竞争有所加剧。光伏、纺

织、食品、供热、公共建筑的市场需求逐步抬升，但仍待时间的考验。面对当前市场环境，公司

继续深化系统集成、智慧运维和国际化的转型战略，通过系统集成和智慧运维稳定老市场、开发

新市场，通过国际化弥补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09,060.49 万元，

实现净利润 6,958.65 万元。随着公司下游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将逐步恢复，对公司能源解决方

案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公司盈利能力有望继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节能节水业务发展较快。其中，溴冷机（热泵）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4,575.84

万元。公司溴冷机（热泵）业务继续巩固传统工业余热利用市场地位，同时积极推广集中供热、

石化、煤化工等市场的技术解决方案，并积极开发电热泵、空气源热泵等市场的应用。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了全新 J 系列直燃和蒸汽型机组、新一代大温差溴化锂换热机组、“大型化、模块化、智

能化”热泵机组以及无人化单机智能化控制系统等的开发，主力机型领先同行全部达到一级能效。



换热器实现营业收入 15,022.28 万元。公司在全球空分换热器市场持续稳定发展，半年度新签订

单创历史新高，同时换热器在国内石化领域、国际石化领域、总包工程公司等市场开拓均取得了

较大进展。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凝汽器系统、高压特种气体压缩机冷却器等设计工作，并相应

取得了国际订单。空冷系统实现营业收入 33,167.95 万元。公司钢结构间冷塔项目持续推进，被

国内业界广泛认可，市场前景广阔。煤化工、循环水冷却等行业领域订单顺利推进，海外市场出

现良好机遇。同时，公司依托麟游项目、信友项目建立了光纤光栅温度场监测系统和钢塔健康监

测系统示范项目，完成系统调试，实现了数字化监测。公司还开展了空冷智能控制系统、预测模

型和间冷系统水质优化装置的研发。随着《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等政策的落实，节水约束性指标

进一步强化，空冷冷却系统的市场空间将会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新能源装备业务在外部行业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仍实现了理想的收入，营业收

入 22,129.51 万元。公司近三年来累计为行业提供三百多台大型高效还原炉，大幅度推动了国内

多晶硅生产企业的工业变革和产品质量提升。公司针对还原炉将进一步从单体设备设计向系统设

计转型，向行业下游进行技术延伸，持续引导还原炉系统的大型化、高效化、智能化、模块化等

技术发展方向，为多晶硅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解决方案。 

公司相关产品和系统的维保和改造服务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成功建设运用服务 ESM管理系统，

有效实施服务行为管控，实现了极高的客户满意度。报告期内服务分公司营业收入共 6,227.41

万元。公司一次性通过“售后服务五星级”认证复评、“售后服务体系完善度七星级（卓越）”认

证和工业清洗企业中央空调清洗 A 级资质，体现了公司全面高效的售后服务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际化、系统集成和智慧能源管理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所有事业

部和子公司的系统集成和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即 EPC /EMC 业务）共取得营业收入 38,625.02 万

元。 

公司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报告期内国际收入 7,996.39 万元。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市场开发和售

后服务网络，并将国际和区域性总包公司作为渠道端的开拓重点，推动溴化锂产品、空冷系统、

换热器等产品齐头并进。公司将继续在传统市场中快速推进高效机组的市场应用和推广，并积极

开发美洲新市场和新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提升了公共建筑行业的系统集成组合、专利节能技术和信息化平台等资

源保障工作，开发并优化了商业综合体、办公楼、高舒住宅等相关工艺包，与国网上海综合能源

公司、国网江阴市供电公司、陆家嘴金融城等多家单位实现了合作。公司开发的双良“混沌能效

云平台”正式上线，实现了数据采集、传输、分布式存储、处理、展示、分析、预测、挖掘的全



链路整合及优化。公司接入了设备、系统及楼宇等数据，部署了若干标准溴冷机模型和 AI 算法，

并实时对设备进行健康体检，最终确保设备运行更安全、可靠、高效。 

报告期内，公司受益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加大等政策环境，工程系统集成围绕核心技术

进行工艺包开发，形成了一、二类热泵结合的节能工艺开发，以及溴化锂、空冷结合的环保工艺

开发的多套可行的解决方案。公司将持续开展在石化、煤化工等行业进行系统集成和工业研发，

继续开拓节能、节水、环保、增产、增效的新业务市场。 

下半年，公司将做牢市场基础工作，快速构建人才梯队队伍建设，全面强化信息化工具，通

过内部组织合力，深化推动主要行业市场，最大化提高项目成功率和市场占有率。公司将把握节

能环保政策机遇，紧抓能源温度调节、工业循环水冷却、VOCs 治理等项目的新市场机会。公司研

究院也将继续为各业务单元提供各类技术研发服务，并加快培育印刷板式换热器、LNG 气化器、

有机废气处理、多种高效储能蓄热蓄冷等相关的应用技术池，为公司业务转型提供充分的技术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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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财务报表列报 

2019 年 4 月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按照准则生效日期开始执行前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

求进行了调整，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三各相关项目中列示。公司管

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

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三各相关项目中列示。公司管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 年年初

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 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首次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6,638,873.90 - 36,638,873.9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638,873.90 -6,638,873.90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000,000.00 -60,000,000.00 -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30,000,000.00 -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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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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