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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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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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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石重装 60316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军旺 周怀莲 

电话 0931-2905396 0931-2905396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

道西段528号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

道西段528号 

电子信箱 zqb@lshec.com zqb@lsh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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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1,424,200.74 11,344,915,174.70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05,579,224.40 1,772,355,761.67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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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90,769.73 -365,926,653.16  

营业收入 1,617,586,443.78 1,364,204,687.74 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910,281.15 -48,154,25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21,278.04 -55,037,199.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1.48 增加3.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3 -0.04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3 -0.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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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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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71 701,439,704  质押 300,900,000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1.62 17,000,000  质押 17,000,000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23 12,937,050  无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76 8,000,000  无  

马晓 境内自然人 0.52 5,436,984 2,347,825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 0.39 4,102,800  无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26 2,780,000  无  

陈锡恒 境内自然人 0.26 2,722,399  无  

周小军 境内自然人 0.25 2,608,696 782,609 无  

王志中 境内自然人 0.24 2,508,741 782,609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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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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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

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制造业将由传统设备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以新能

源、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还处于成长期。面对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现状，报告期内，公司董事

会和经营层深入发挥党建与经营管理融合优势，客观清晰分析内外部环境，紧紧围绕“聚力提质增

效、实现扭亏增盈”这一中心任务，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优势产业，持续深化改革，拓展效益增量；

聚焦高质量发展，强化创新驱动，推行精益管理，防范化解风险，生产经营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

展，保持公司的良好发展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强化资源统筹与调配，充分发挥三大基地资源、瑞泽石化产业协同、移

动工厂现场制造及检维修服务型制造的互补优势，全力促进生产经营任务的落实。2019 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18 亿元，同比增长 18.57%；实现货款回收 18.18 亿元，同比增长 29.02%；

实现利润总额 4966 万元，同比增长 251.26%。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开展如下： 

（1）聚焦需求、价值取胜，发挥全员营销提升市场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践行“聚焦产品全生命和客户经营全过程周期，以价值取胜”的营销理念，

整合营销渠道，持续洞察营销需求基础，市场开拓取得了新突破。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整合销售

公司与设计部，进一步强化研发设计对营销团队的引领支撑；换热公司设立销售公司节能环保部

与船舶海水淡化增量事业部，负责节能环保领域、船舶领域市场拓展。 

持续开拓多元营销市场。报告期内，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在巩固炼油化工核心装备制造的竞

争优势下，成功开发新客户 11 家；取得浙石化二期核心设备大额订单共计 3.8 亿元；取得神华宁

煤 2397 万元检修项目订单；控股子公司瑞泽石化在盘锦北燃项目、盘锦浩业项目、华北华海等项

目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有序推进青海湘和除尘、新区石投除尘脱硫脱硝、秦川机床环保改造、

杭州力源通风除尘等项目，积极拓展农村清洁供暖市场，环保业务取得了新进展；取得“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高含硫天然气三相分离器设备，及中石化首套古雷石

化苯乙烯反应器订单，为公司持续拓展化工市场奠定了基础。 

（2）市场导向、科技引领，开展协同创新支撑研发成果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引领，数智驱动为核心，不断打破技术围墙，协同

创新平台搭建，聚焦分阶段落地保障，进一步强化研发成果转化落地。 

进一步强化产学研合作。以母公司为主体，搭建内部高质量技术协同平台，破解内部体制机

制掣肘，着力推动科技研发工作取得新进展；换热公司联合中科院、西安交大、兰州理工大等联

合攻关新型高效紧凑型微通道热交换器（PCHE）项目；瑞泽石化联合国内 4 所知名高校及河南省

内 15 所石化企业签订了高端石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议，加速新技术的转化、开发创新成套

技术，为可持续发展搭建更好的平台。 

持续开展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347H 材料大直径拼焊封头冲压

成型工艺研究”项目、“沸腾床加氢催化剂加排罐的制造”项目试验；成功试制新疆大全高纯硅基材

料项目不锈钢冷氢化装置流化床反应器，为进一步提升疆内特殊材料的设备制造市场奠定基础；

换热公司完成 400、750 板宽系列焊接式板式换热器研制、F350 系列宽间隙板式换热器研制等产

品及样机试制，承接古雷炼化苯乙烯反应器、浙石化高压分离器、泰克尼蒙项目 4 低温储罐等自

主设计项目订单 132 台；成功承接大亚湾核电机组工程改造项目储水罐的核电设备设计订单。 

技术研发成果丰硕。2019 年上半年，公司提交专利申请 12 项，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7 件；

控股子公司瑞泽石化 2019 年上半年新申请专利 2 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4 项。 

（3）资源统筹、创造价值，实施多维度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让劳动更有价值”的生产理念，通过实施自上而下，由面及点，分层落

实，数智驱动的多维度管理模式，有效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进一步强化合同过程执行管控。以狠抓前期准备流程、计划分层管控、生产组织模式优化等

为抓手，持续提升生产效率，确保公司全年目标任务完成；坚持“运营晨会”工作机制，及时跟踪

合同进度及产品质量，协调解决合同执行过程问题，确保合同按期履约。 

创新生产运营组织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内部改革，设立内部核算单位（炼化公司、

检维修公司、移动工厂、球罐工程公司），通过组织机构整合及运营组织方式变革，持续激发内生

动力；持续优化三地资源统筹，有效协调外部资源，内外协同联动，缓解产品集中出产压力，保

障生产运营高速运转。 

推进两化融合，布局智能制造。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智能制造方案编制，重点实施装焊一车



间、实训专焊中心智能化焊接示范车间建设，通过自动化与机械化协作，提升产品制造效率；开

展产品零部件工艺数据库标准化建设，建立覆盖炼化、青岛、新疆三地的零部件工时标准库及审

批流程；开发金蝶软件工资管理、物料编码主数据管理、销售订单快速发运管理等一系列信息化

智能制造基础模块，进一步强化信息化对智能制造的业务支撑。 

（4）制度牵引、狠抓压降，风险防控助推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成本管控为导向，风险防控为前提，不断优化管控体系，将成本管理的触

角延伸到企业的各个经营领域。 

积极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报告期内，公司将风险防控摆在突出位置，辩证处理发展和风险、

规范和效率的关系。以规范制度流程为抓手，对内梳理合规制度并督办落实，对外妥善处理各类

风险项目，构建了以业务流程和制度为载体，覆盖企业战略、市场、经营、财务、法律等各领域

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等前期论证工作，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两金”压降取得实效。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两金”压降工作，成立了以公司主要领导挂

帅的“两金”压降及成本管控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通过量化目标考核，狠抓责任落实，实现了

时间过半压降任务过半的目标；构建快速响应、多方共赢的供应链体系，通过供应链整合，智能

供应网络搭建、采购模式优化、积压库存消化等方式持续控制采购成本；通过加大承兑票据结算

等实现延期付现、履约保函保证金解付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成本费控。 

（5）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升经营质效筑基装备制造强国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奋斗者为本，

以价值创造为基，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有效形式，持续提升经营发展质量与效益，

为职工谋幸福；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正心诚意，以高品质能源装备产品及服务，牢铸装备制

造强国之基，为中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始终坚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致力于法人治理结构优化、

产业趋势的洞察与把握、客户需求的挖掘与引领、产业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制造业发展与产业布

局的关系处理以及战略经济增量的不断探寻，为加速转型发展目标实现勤勉尽责。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落实党委会讨论审议作为决策“三重一大”事项前置程序，构建权责对等、

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2019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全年生产经营工作，不断夯

实党建基础，深化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高质量开展“4+3+5”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教育引导党员

勇于创先争优，在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围绕“聚焦主业、突出重点，强化职能、确保实

效”的总体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促进

企业管理水平提升；高标准严要求，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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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