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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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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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材节能 60312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剑锋 杨东 

电话 022-85307668 022-86341590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

大厦3号楼20层 

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

大厦3号楼20层2007 

电子信箱 sinoma-ec@sinoma-ec.cn sinoma-ec@sinoma-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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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1,225,349.65 3,346,418,994.41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72,763,919.94 1,667,123,209.0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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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2,565.37 -45,664,389.29 2.30 

营业收入 1,029,494,699.39 831,702,772.21 2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850,398.17 50,708,927.02 -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1,964,651.16 46,966,801.45 -1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713 3.1572 减少0.38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67 0.0831 -7.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67 0.0831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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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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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0.66 309,275,786 0 无 0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9 30,463,950 0 无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9 30,463,934 0 无 0 

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43 8,751,00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2,700,2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4 2,656,259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4 2,060,400 0 无 0 

朱斌 境内自

然人 

0.32 1,934,000 0 无 0 

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

公司 

其他 0.28 1,710,000 0 无 0 

岳伟 境内自

然人 

0.26 1,615,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 12.05%股权，北京国建易创

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参股公司。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国建易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属同一实

际控制人；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为中材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为中

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

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大股东，因此，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中材（天津）重型机械有

限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无法确

认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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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国内外市场分析 

报告期内，国际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和贸易扩张步伐放缓，各主要经济

体之间贸易摩擦加剧，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对外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稳定都带来较大的压力。

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经济发展质量

持续改善，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有所缓解。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努力提升发展质量。一方面，公司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

丰富的市场开拓及项目管理能力与经验，企业规模、技术、人才、资本、管理等各方面实力得到

显著的提升。另一方面，结合绿色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导向和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情况，有针对性

地在建筑节能、新型建材、能源综合管理等领域进行布局，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1、落实年初工作部署，生产经营稳中有升 

报告期，公司按照年初经营计划积极安排部署各项工作，生产经营整体保持稳健，营业收入

实现稳中有升，实现营业收入（合并口径）10.29 亿元，同比上升 23.78%,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在

执行合同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确认收入有所增加。实现净利润（合并口径）5472.56 万元，同

比增长 2.19%。 

2、报告期内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合同保有量创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额 15.68 亿元，同比增长 51.09%，其中，工业节能余热发电板块、

新型建材废石资源综合利用板块、节能装备板块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2019 年上半年，公

司整体合同保有量（已签订未完成的合同）为 29.12 亿元，同比增长 32%。 

工业节能：余热发电工程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充分发挥品牌、

项目执行经验、技术积累等方面优势参与竞争，签署了多个国内外余热发电总承包合同，2019 年



上半年新签合同额为 4.86 亿元，同比增长 225.31%。同时，大力探索推进余热发电备品备件、运

维服务、技术系统智能化升级服务、余热电站带可燃固废补燃、更低品位余热利用及低碳排放等

“余热发电工程服务+”业务发展，新签备品备件等合同 230 万元，近三年累计签订合同 4559 万

元。 

工业节能（余热发电等）投资方面，跟踪多个国内外项目，持续开展商谈工作，扎实推进菲

律宾 APO 项目建设。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及投入运营、发电的余热发电 BOOT/EMC 项目 18 个

（云浮项目到期移交），正常运营发电项目 13 个，累计完成发电 1.38 亿度，结算电量 1.30 亿度。 

建筑节能及新型建材：新型节能环保建材工程及技术装备方面，废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合同

增加明显，2019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为 2.51 亿元，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当阳新型节能环

保墙材基地项目达到年产 1000 万平米基板产能，生产管理和产品营销管理进一步优化，产品质量

稳定优异，未来将进一步加强成本控制、销售渠道及营销体系建设。被动房技术咨询、材料、工

程项目业务取得进展。 

能源综合管理：公司围绕节能环保主题，结合公司掌握的热动技术及换热装置研发制造资源，

在能源（常规能源和新能源、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区域能源管理方面有针对性的进行业务拓

展，实施了生物质、碳材料余热利用、沼气等一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同时结合国家对非电行业

的超低、超净排放政策，实施了多个减排项目，积累了项目管理及实施经验，进一步拓展市场奠

定良好基础。 

节能环保装备（锅炉）方面，公司坚持“节能、环保、特色”产品定位，不断推动南通锅炉

节能装备制造平台的发展。报告期内新签锅炉合同额为 73318 万元，同比增长 24.82%，创历史新

高，其中，垃圾锅炉、生物质锅炉新签合同额增长显著，分别同比增长 67.66%、85.60%，先后签

订了杭州大江东 6×870t/d、东莞海心沙 3×750t/d、三河 2×1000t/d 等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和

引领力的锅炉供货合同，彰显了南通锅炉在垃圾和生物质锅炉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实力。 

海外市场开拓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还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新签了肯尼亚 KNCCL 项目、

阿联酋 UCC 项目、土耳其鸡粪生物质发电项目等一批海外项目，并在保持既有节能投资业务稳步

开展的同时，公司重点拓展海外投资业务市场，继菲律宾 SOLID、 APO 水泥公司水泥生产线余热

发电项目后，公司在埃及、尼日利亚投资的硅钙板/纤维水泥板投资项目也取得实质进展。同时，

国际工程、投资市场的开拓带动装备发展，南通锅炉的锅炉产品出口到印度、巴基斯坦、越南、

阿联酋等多个国家。上述项目的实施及节能装备配套出口为公司实现“两外”战略，扩大海外市

场份额奠定良好基础。 

3、扎实做好“三精管理”工作，推进提质增效，提升企业运营和管理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扎实做好“三精管理”工作，即组织精健化（瘦身健体，做强

主业）、管理精细化（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经营精益化（企业经营要以效益为主要目标）。一是

强化项目执行安全、质量、进度、成本及“两金”（存货和应收账款）管控，报告期内，公司在执

行项目整体情况良好，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二是落实“瘦身健体”要求，持续做好低效无

效资产、法人单位压减等专项工作，报告期内持续推进列入计划的法人单位压减工作；三是结合

各业务板块发展情况进行针对性管理，进一步强化成本费用控制和生产材料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四是加强投资及筹资计划和风险管控，实施带息负债规模总额控制；五是加强对企业战略、经营、

管理的研究学习，强调战略引领、管理层要懂经营、善管理，要向经营要市场要发展，向管理要

效益，提升公司整体运营和管理能力。 

4、进一步做好技术创新和研发工作，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依托，不断完善各业务板块和平台技术、产品创新、研发机制

体制，明确重点攻关方向，持续推进 ORC 更低品位余热资源利用技术装备系统、烧结冷却系统升

级改造及余热利用、新型墙材设备智能自动化提升、可燃固废、污泥干化等重点试验项目、课题

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开展科研项目 42 项，新申请专利 18 项，获得专利授权 9 项,



参与制订国家、行业标准 2 项。南通锅炉“纯烧垃圾流化床锅炉”获江苏省机械工业专利奖一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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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