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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9-031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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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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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桥起重 股票代码 00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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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洪泉 段丽媛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 

电话 0731-22504007 0731-22504022 

电子信箱 sid@tqcc.cn sid@tqcc.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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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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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8,600,990.29 538,884,770.71 -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538,178.75 44,714,347.49 -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438,243.18 39,774,125.24 -5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067,717.90 -199,902,362.79 86.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2.14%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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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1,852,817.05 3,610,058,988.14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56,618,065.89 2,081,449,725.98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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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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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05% 411,484,638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1% 53,906,798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80% 53,866,933    

成固平 境内自然人 2.32% 32,798,225    

范洪泉 境内自然人 1.80% 25,446,803 19,085,102 质押 18,880,800 

邓乐安 境内自然人 1.62% 22,889,464 17,167,098 质押 8,830,000 

刘建胜 境内自然人 1.27% 17,965,710 13,474,282   

徐学明 境内自然人 1.12% 15,919,028 11,939,271   

刘江丽 境内自然人 1.05% 14,846,99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4% 13,356,5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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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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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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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以来，在国内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忧，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上升，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在中美

经贸摩擦影响下，中国经济外部环境严峻，与自身发展所面临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相叠加，使得稳增长、防风险的难度加大。

面对国内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公司围绕股东大会年初制订的经营目标，稳健开展各项工作。 

（1）经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49,860.10万元，同比降低7.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53.82万元，

同比降低13.8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347,185.2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05,661.81万元。 

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几家新设子公司尚处培育期，暂未实现盈利，导致公司合并业绩小幅下跌，新设

子公司的业绩贡献将在其稳定发展后体现；另一方面，公司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多功能机组市场相对较小，且报告期内开工

项目少，，通用桥门吊订单大幅增加，保证公司订单业务充足，但通用桥门吊毛利率偏低。 

1）物料搬运装备及配件业务。报告期内，该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46,444.82万元，同比减少9.38%。物料搬运主要包

含铝电解多功能机组、有色冶炼专用起重机、港口设备、桥门吊等产品。公司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多功能机组占比降低，通

用桥门吊销售增加，相对多功能机组，通用桥门吊产品有单价低，利润少，薄利多销特点，通用桥门吊销售占比增加导致该

业务板块毛利率下降。 

2）风电设备业务。报告期内，该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234.1万元。公司及旗下子公司有制作风电设备及配件的生产条

件和能力，有市场订单且有剩余产能时，适时承接部分风电业务。 

3）选煤机械设备业务。报告期内，该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129.47万元，同期增加4.37%。随着煤炭行业的复苏，选

煤机械设备需求增加，但市场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 

4）有色装备及其他业务。报告期内，该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2,051.76万元，同期增长31.79%，本业务包含有色装备

及其他产品。有色装备新增项目受国家调控政策及环保因素的影响，大部分项目暂停或推迟启动。但是市场存量设备改造升

级存在较大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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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构成 

产品 金额（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同比增减 

物料搬运装备及配件 46444.82 93.15% -9.38% 

风电设备 234.06 0.47% 100.00% 

选煤机械 1129.47 2.27% 4.37% 

有色装备及其他 2051.76 4.11% 31.79% 

合计 49860.10 100% -7.48% 

（2）转战市场方向，母公司订货和回款再创新高 

报告期内，多功能机组市场开工项目较少，公司紧跟市场变化，提升产品智能化，转战多功能机组智能化改造市场，同

时桥门吊市场回升，稳固国内市场领先地位，竭力拓展国际市场。经过公司各方努力，销售强劲增长，天桥起重（不含子公

司）上半年订货5.2亿元，完成全年订货目标的73%；回款3.4亿元，完成全年收款目标51%，订货、回款指标同期相比均创新

高。      

（3）推进国际化战略，海外业绩稳步增长 

公司坚决推进国际化战略，响应“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强国策略，强调产品走出去，技术引进来，持续拉动在

海外市场订单，加速国际市场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与意大利、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家签订销售合同，出口多

功能机组、卸船机等产品，共计一千多万美元，为加快公司产品走出去增强信心。 

（4）技术研发创新成果显著，促进产品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提升技术研发能力。申报多项专利，并取得“一种高精度低速伺服云台机构”、“一

种用于小极板电积锌的剥锌、剔板及刷板生产线及其方法”、“车辆激光扫描与识别系统”等多项专利的授权。此外，由公司

牵头组织，并联合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南大学、南开大学、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微柏工业机器人研究院有限公司申报的“面

向有色金属浇铸过程的机器人作业系统”项目已经获得国家项目立项批准。 

公司牢牢把智能制造握市场需求，不断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市场应用，打造智能化产品示范应用项目。报告期内，公

司重点完成华菱湘钢智能化天车安装、调试工作，实现全自动化作业；完成赤峰云铜“缓冷渣场自动洒水机及自动调度系统”

项目的初步调试验收工作。 

（5）经营质量持续提高 

公司连续三年开展品质提升活动，经营质量显著提高。报告期内，按全面覆盖，突出重点的工作思路，贯彻各部门、全

人员，针对销售、回款、财务管理、成本预算管理、生产制造、技术研发、子公司管理等多方面提出任务专项。采用成立QC

小组，增加阿里巴巴网采平台，完善内控制度等多种措施，降本提效 ，提高公司产品品质和工作质量，将品质提升作为工

作常态，秉承“规范管理、精心运作、持续改进、开拓创新”的质量方针，为公司的稳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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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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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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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与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自然人安洪松、胡光跃等共同设立天新研究院，公司持股

68.5%，间接持股20%，拥半数以上表决权，表明公司能够控制天新研究院，将天新研究院认定为控股子公司，并将其纳入

合并范围之内。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建平 

201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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