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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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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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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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重机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8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惠岭

徐大鹏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传感大 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传感大
厦 B 座 24 楼
厦 B 座 24 楼

电话

0510-85627789

0510-8562778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hdhm.com

securities@hdh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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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653,855,966.91

3,492,638,742.81

61.88%

104,737,319.54

252,126,547.28

-58.46%

79,237,662.28

245,523,649.29

-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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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606,918.37

-112,508,537.23

80.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9

0.2502

-58.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9

0.2502

-58.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5.64%

-3.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6,260,870,555.85

5,933,915,656.42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85,996,520.21

4,627,002,734.5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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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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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无锡华东重机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67%

218,400,000

0 质押

206,500,000

周文元

境内自然人

17.05%

171,828,476

128,871,357 质押

50,000,000

翁耀根

境内自然人

10.62%

106,966,667

80,225,000

无锡振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7%

42,000,000

0

王赫

境内自然人

3.87%

39,039,995

赣州杰盛投资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8%

21,000,000

0

黄丛林

境内自然人

1.98%

19,995,218

9,567,568

翁霖

境内自然人

1.39%

14,047,619

0

孟其仙

境内自然人

1.32%

13,311,287

0

西藏富通达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5%

8,521,000

0

18,337,839 质押

7,900,000

华重集团股东是翁耀根和孟正华，振杰投资股东是华重集团、孟正华及翁杰，杰盛投资股
东是华重集团及翁耀根。翁耀根和孟正华是夫妻关系，翁杰为翁耀根与孟正华之子，翁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是翁耀根与孟正华之女。翁耀根、翁霖、华重集团、振杰投资、杰盛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报告期初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9,000 股,报告期内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过信用证券账户增持公司股票 8,282,000 股，截至报告期末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明（如有）
票 8,521,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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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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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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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以来，我国整体制造业复苏态势较为缓慢，其中智能手机的出货量继续下滑，消费电子制造产业链的开工率仍较
为低迷，整体产业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整体宏观形势，公司继续积极调整和巩固产业结构
布局，加大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务的产品应用和区域市场拓展，积极提升集装箱装卸设备产品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标准，智能数
控机床业务继续开拓中部和西南地区市场，供应链服务板块继续加大电商业务的投入力度，上市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54亿元，同比增长61.88%；实现营业利润1.27亿元，同比下降58.3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05亿元，同比下降58.46%。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如下：
集装箱装卸设备业务情况：
公司集装箱装卸设备业务整体运营平稳，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了顺应港口码头自动化升级的市场趋势，公
司积极提升集装箱装卸设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标准，报告期内继续履行新加坡港务集团的自动化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的
订单合同，并以此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生产线的升级和改造，相关产品和服务始终保持在满足国际超大型集装箱码头运营商
要求的综合水平之上，该订单合同的顺利履行，对公司开拓未来全球自动化码头新建和改造的巨大市场、进一步提升市场占
有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智能数控机床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继续下滑，消费电子制造产业链设备投资需求仍较为低迷，相关数控机床企业为保持市
场占有率和生产利润，纷纷推出降低售价、零首付、延长分期时间期限等促进销售的方式，行业整体竞争加剧，受此影响公
司数控机床业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81亿元，同比下降43.48%。另一方面，上半年下游行业中包括5G通信、智能穿戴等
在内的科技创新领域出现了不少亮点，拉动了部分制造产业链细分领域的恢复性增长，公司继续挖掘新的市场需求，继续加
大系列新型号产品的技术研发力度，包括精密立式加工中心在内一系列新型号机床已成功应用于5G通信等行业的加工应用，
上半年相关的机床产品持续批量交付客户使用。
报告期通用型机床在整体营业收入中的占比继续提升，通用大机床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公司全资控股的二级子公司重庆
新润星在重庆忠县地区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一期建设积极推进，项目将在下半年逐步达产。未来重庆新润星将建设成国内
领先的中高端中大型机床制造基地，并努力实现核心零部件的自制以及系统水平的提升，与公司华东、华南高端制造基地形
成协同发展的态势。
供应链服务板块高速增长：
以不锈钢为主的供应链服务板块包含钢铁电商平台、现货贸易、仓储、供应链服务等业务；在去年启动的供应链服务板
块股权整合基础上，公司继续加大对业务层面的梳理和优化，加大电商业务的投入力度，提升“要钢网”的品牌影响力，积极
致力于为产业链客户提供专业的钢铁资讯及在线交易服务，报告期内“要钢网”资讯公众号的高质量原创内容大幅增长，关注
度得到了明显提升，电商带动线上线下交易服务的盈利模式逐步成熟，报告期内整体供应链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51.25亿
元，同比增长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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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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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