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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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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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和实业 60350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齐伟 陈樱梦 

电话 0576-83966128 0576-83966128 

办公地址 天台县赤城街道人民东路799号 天台县赤城街道人民东路799号 

电子信箱 ttxhsy@ttxh.com.cn ttxhsy@ttxh.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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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844,026.97 918,173,762.87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9,549,051.47 842,601,084.93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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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4,593.16 -15,313,516.28 129.15 

营业收入 181,744,298.80 134,020,180.99 3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227,966.54 29,992,386.27 7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5,060,053.48 24,438,586.58 8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5 3.75 增加2.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7 7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7 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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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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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友钱 境内自然人 34.24 60,402,062 60,402,062 无 0 

汤文鸣 境内自然人 8.73 15,396,604 15,396,604 无 0 

汤啸 境内自然人 8.73 15,396,604 15,396,604 无 0 

汤娇 境内自然人 8.73 15,396,603 15,396,603 无 0 

汤秋娟 境内自然人 6.71 11,843,542 11,843,542 无 0 

天台祥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9 7,564,585 7,564,585 无 0 

王星雨 境内自然人 1.06 1,872,600 0 无 0 

侯辉兰 境内自然人 0.49 872,000 0 无 0 

张红 境内自然人 0.49 870,340 0 无 0 

沈培英 境内自然人 0.34 595,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汤秋娟系公司控股股东汤友钱之配偶，汤啸、汤

文鸣、汤娇系汤友钱的长子、次子和女儿。汤啸配偶

范淑贞、汤文鸣配偶鲍晓华分别持有天台祥和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23.98%、25.01%的股权，鲍晓华为其

执行事务合伙人。汤友钱、汤秋娟、汤啸、汤文鸣、

汤娇、范淑贞、鲍晓华为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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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以稳求进，铸宏基伟业；以诚待人，创百年昌盛”的发展宗旨，

紧紧把握国家大力建设高速铁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机遇，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以

轨道交通建设等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牢牢抓住主业不动摇，抓住自主创新不动摇，不断提升核

心竞争力。同时聚焦主业，充分发挥技术、市场、决策机制等核心优势，积极探索海外业务，强

化资本与产业对接，推进人才与产业相促进，高质量的完成了 2019 年半年度的各项工作任务目标。 

2019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74.4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61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22.80 万元，同比增长 74.14%，充分体现了企业良好的经营与盈利能力。 

（一）加强战略合作，积极探索海外业务。 

经过 2018 年的稳步拓展，公司与国内几大扣件集成商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为助力国家“一

带一路”重要战略，今年来公司加强与铁科院铁道建筑研究所、时代新材、铁科首钢、中铁隆昌

等中国高速铁路扣件主要研发制造单位的战略合作，组成海外扣件联合体，并授权祥和实业出资

在新加坡设立富适扣，搭建中国扣件销售平台。富适扣将研发、生产、销售铁路产品，通过引进

人才，全力品牌推广，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加快走出去步伐。 

（二）注重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研发实力。 

公司持续重视技术创新，不断投入资金、设备等增强研发实力。报告期内，公司研究院新增

研发项目 7项，完成 2项延续研发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通过 CRCC重载

铁路扣件扩项认证，完成开口套管、CJ1 型扣件、MQ-1 型扣件等海外扣件的研发任务，参与了铁

科院关于弹性垫层及尼龙塑料件优化课题，为课题研究提供有效数据。同时公司加强研究院硬件

建设，建立模具加工中心，添置了 3D 打印机、CAD 加工中心等先进研发设备。各项工作均取了显

著的成效。 

（三）注重目标管理，高质量完成任务。 

2019 年上半年，在总经理领导下，公司层层分解质量、环境、募投项目建设等目标，注重结

果，注重绩效，并视情作适当调整。牢牢抓住当地政府“狠抓产业项目，大抓实体经济”的两抓

年有利契机，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成绩突出，实现营收和净利润指标较大幅度增长，高质量

完成各项目标。在质量管理上，原材料受检率 100%，成品受检率 100%，轨道扣件产品实现顾客零

投诉，产品质量和品质管理水平稳中有升。持续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对照《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进行梳理、修订、增补，使制度更加适用于公司内部管理。制

订并成立公司投资决策制度和工作组织，进一步完善明确公司对外投资规划，为公司今后发展指

明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结合市场情况变化、土建施工进度、自然天气

等诸多因素，适时对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完工日期作出调整。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上，一

是考虑立项时间较早，目前市场情况发生变化，诸多国产设备可替代进口，公司对原有研发中心

进行了优化，在满足研发需求的基础上，减少了募投项目设备的采购投入。二是加强项目建设各

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的实施费用，使该项目在节余较多募集资金的情

况下，基本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时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取一定投资收益。 

（四）注重股东利益，稳定回报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528.00 万元，占经

审计的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2.83%。公司自上市以来，在公司盈利、

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均实行了利润分配政策，积极稳定的回



报投资者，使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成长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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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