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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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建斌 因事 黄振宇 

董事 沈平 因事 易铁军 

独立董事 杨华勇 因事 陈基华 

公司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董事李建斌因事请假，委托副董事长黄振宇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沈平因事请假，委托董

事长易铁军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杨华勇因事请假，委托独立董事陈基华代为出席并

行使表决权。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半年

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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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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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工业 600528 中铁二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余赞 

电话 010-53025528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11号楼 

电子信箱 ztgyir@crh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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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03,699,203.93 33,887,538,073.49 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382,780,641.02 15,725,389,214.47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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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564,628.71 -805,004,388.42   

营业收入 9,477,383,157.99 8,007,444,299.58 1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60,831,676.14 710,576,025.03 2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41,255,618.64 706,174,366.70 1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32 4.83 增加0.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32 2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32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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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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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1.58 701,620,295 0 无 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0.54 456,387,811 383,802,693 无 0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4.44 98,597,094 0 质押 95,059,779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

－华融国际信托－华

融·中原股权中铁工业定

增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3.41 75,709,779 0 无 0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

航信托－中航信托·天启

（2016）293号建信基金定

未知 2.67 59,305,994 0 无 0 



增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

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

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未知 1.7 37,854,889 0 无 0 

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未知 1.7 37,854,889 0 无 0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

－人寿保险－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委托国寿

安保基金混合型组合 

未知 1.7 37,854,889 0 无 0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1.7 37,854,88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25 27,765,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2018 年 4 月，经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中铁二

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详

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更名的

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为第二大股

东中国中铁的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与本公司第二

大股东中国中铁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701,620,295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58%）对应的表

决权委托给中国中铁行使。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华

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华融·中原股权中铁

工业定增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

东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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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工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深入践行习总书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



中国品牌转变”重要指示，以建设“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高新装备制造企业为目标，在发挥

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紧抓市场机遇，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公司发展质量。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77 亿元，同比增长 18.36%。按主要业务类别划分，专

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26.37 亿元，同比增长 21.76%，其中，隧道施工装备及

相关服务业务营业收入 21.37 亿元，同比增长 17.97%；工程施工机械业务营业收入 5亿元，同比

增长 41.19%；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9.8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16%，

其中，道岔业务营业收入 21.53 亿元，同比增长 10.16%；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营业收入 38.29

亿元，同比增长 19.83%。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新签合同额 137.67 亿元，同比下降 4.98%。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

务业务新签合同额 45.12 亿元，同比增长 25.84%；其中，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新签合同

额 40.13 亿元，同比增长 26.22%，主要原因为隧道掘进机应用正从传统的城轨领域逐步向铁路、

市政、综合管廊等新兴领域扩展，应用场景不断扩大；工程施工机械业务新签合同额 4.99 亿元，

同比增长 21.79%，主要原因为公司通过与施工单位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方式进一步开拓市

场，并不断开发新产品，产品种类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新签合同

额 89.85 亿元，同比下降 16.31%；其中：道岔业务新签合同额 30.44 亿元，同比下降 2.44%，但

国内道岔业务完成新签合同额 29.41 亿元，同比增长 2.6%，报告期内中标新建合肥至安庆铁路工

程、新建张家界至吉首至怀化铁路、杭州至海宁城际铁路工程等重点项目；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

务新签合同额 59.41 亿元，同比下降 21.99%，主要原因是部分计划上半年开标的重大项目尚未招

标，导致新签合同额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从事的新兴业务包括新型轨道交通产业和新型环保产业。 

新型轨道交通产业方面：跨座式单轨、中低速磁悬浮、悬挂式单轨车辆均已完成样车的研制

工作，并在积极开展样车静态调试、设计优化、道岔的研发及试制、动态调试的筹备等工作；同

时公司正在积极推动相关城市的新制式轨道交通项目落地实施等工作，在徐州市独资成立了中铁

磁浮发展有限公司，加快项目落地。  

环保产业方面：积极开展了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自主研发、技术引进、资质培育、专

利申报、项目开发等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部分城市的项目落地工作。 

2018 年 10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规划建设川藏铁路，

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求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推

进川藏铁路建设。2019 年上半年，公司紧密跟进国家重点项目川藏铁路建设的推进情况，按照“全

面使用机械化、信息化智能设备进行施工”的总要求，针对川藏铁路高寒缺氧、高地震区、高地

热、冻土、岩爆、岩溶、冰害等复杂地质环境，加大 TBM、悬臂掘进机、凿岩台车、混凝土智能

湿喷台车、耐候钢桥梁、耐候道岔、装配式快移集成房屋等“极端装备”研制力度，并积极响应

国家科技部、国铁集团的号召，联合设计、建设、装备制造及科研院所等共同筹建川藏铁路技术

创新平台，全力提升技术攻关能力，积极发挥技术及行业优势地位，为川藏铁路建设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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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报表附注二、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32）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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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