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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7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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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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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水福 董事长 在外出差 林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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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锅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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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卫锋 鲍瑾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大农港路 1216 号 

电话 0571-85387519 0571-85387519 

电子信箱 boiler@mail.hz.zj.cn boiler@mail.hz.z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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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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85,959,223.24 1,661,511,652.37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5,311,184.96 155,638,262.17 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2,935,511.47 104,081,921.62 3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5,513,422.70 180,336,185.69 -13.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1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2% 5.14%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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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2,874,275.56 8,339,570,640.67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80,319,743.89 3,112,015,072.97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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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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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00% 288,349,956 0   

金润（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88% 161,784,000 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9% 100,476,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1% 7,481,880 0   

吴南平 境内自然人 0.51% 3,763,000 2,822,249   

颜飞龙 境内自然人 0.43% 3,149,287 0   

#孙荣昌 境内自然人 0.39% 2,860,800 0 质押 2,650,500 

#夏勤 境内自然人 0.38% 2,786,000 0 质押 2,329,500 

陈夏鑫 境内自然人 0.32% 2,340,000 1,755,000   

#李绪坤 境内自然人 0.28% 2,063,900 0 质押 1,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公司控股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陈夏鑫先生是公司股东西
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及金润（香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水福先生的妻弟，

陈夏鑫先生与公司股东金润（香港）有限公司的股东谢水琴女士是夫妻关系。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孙昌荣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2650500 股，公司股东夏勤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29500 股，公司股东李绪坤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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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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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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公司在董事会

的领导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董事会职责，围绕既

定的战略方针和工作计划，勤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推进公司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68,5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7%，实现营业利润23,3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23%，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9,5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49%。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组织管理变革， 明确了公司“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节约资源，为人类

改善环境”的使命，建立了“使能源获取更便捷，使能源利用更高效，成为全球领先的节能环保设备和能源

利用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愿景，以及打造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变革

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公司意向成为全球领先意味着公司会更加关注海外市场，关键方向从发电设备、余

热能源改为节能环保和能源利用意味着公司会面对更大的市场和机会，也对公司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公司从设备供应商更大力度转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意味着公司的业务模式也正逐渐发生变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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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改变--目标就是使能源获取更便捷，使能源利用更高效，为客户创造价值。公司将坚持市场和技术双轮

驱动，优化市场和组织模式，颠覆能源利用方式，创新行业能源解决方案，发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提供

智能化能源设备和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关注、研究行业和产业政策发展趋势，深入挖掘潜在的市场机遇，在有效拓展国

内现有优势产品市场的基础上深层介入新的高效节能产品领域，从传统热电、冶金焦化、气电向城市垃圾

处理、生物质、太阳能等新能源过渡并引领市场，实现了新产品市场的迅速抢占。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

单27.4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2.47%，其中电站锅炉的新增订单1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8.43%。2019

年6月底，公司实现在手订单47.95亿。 

报告期内，西子智慧产业园建设有序推进，产业园一期（雏鹰创业基地，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平

稳运营，目前已引进杭州安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入驻；产业园二期（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

工程如期推进，目前已进入景观绿化工程、工程验收阶段，预计2019年底正式开园投入使用，该园区拟引

进信息产业、智慧能源与环保产业、高端装备研发及围绕产业发展的金融投资主体，打造智能研发、智能

制造为主的现代化智慧产业园区。未来园区三期全部投运后，将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增长点和投资发展重

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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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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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水福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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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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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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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