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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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重工 60160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慧 苏伟  陈晓童 

电话 0379-64088999 0379-64088999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206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206号 

电子信箱 citic_hic@citic.com citic_hic@ci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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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8,176,618.42 19,658,974,074.82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240,673,027.56 7,158,155,694.0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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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4,463.11 18,287,642.64 5.94 

营业收入 2,433,682,242.44 2,292,426,377.29 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5,187,311.77 63,441,154.46 5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37,772.58 -8,500,325.80 12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2 0.88 增加0.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19 0.014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19 0.014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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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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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49 2,624,901,147 0 无 0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2 196,280,565 0 无 0 

中信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6 98,140,282 0 质

押 

98,140,282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4 97,403,808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54 66,610,197 0 无 0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0 39,198,086 0 无 0 

许开成 境内自然

人 

0.81 35,000,051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4 23,539,65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20,876,632 0 无 0 

李盈莹 境内自然

人 

0.27 11,845,30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信汽

车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

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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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2012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12 重工 02 122221 
2013 年 1

月 25 日 

2020年 1月

25 日 
126,381,000 5.2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2.50   62.4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73   2.3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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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管理层在董事会的带领下，坚持战略引领、创新驱动、价值提升、

开放共赢的发展思路，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实施板块化经营、加强对外合作、传承弘

扬红色基因，确保了公司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发展态势。 

2019 年上半年，中信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24.34 亿元，同比增长 6.16%；实现净利润 10,817.80

万元，同比增长 19.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18.73 万元，同比增长 50.04%，

新增生效订货同比实现了大幅增长，增幅为 71.11%。 

（一）持续深化改革，激发公司内生发展活力 

报告期内，中信重工围绕创新、人才、机制创新实施“三大工程”，落地了一批改革举措、制

度和方案。在创新工程方面，推出一系列涉及创新课题的资金使用、人才配置、容错机制等方面

的制度和办法，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在人才工程方面，创新激励机制、实施了新型学徒制度、



人才内部流动管理办法，加大外部市场的招聘力度，创新吸引机制，有效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在

机制创新方面，坚持以价值提升为导向，根据产业、产品和技术的市场成熟度情况，探索推进升

级推广类、工程项目创新类、创新孵化类、成果转化类、小事业部类、专项激励类六种激励机制，

进一步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动力。 

（二）推动转型升级，助力公司传统动能和新动能齐头并进 

1.传统动能保持稳定，业务转型效果初显。上半年，公司传统市场订货保持稳定增长，呈现

出主机订货成套化、成套订货国际化、铸锻市场多元化、备件市场扩大化，内蒙古华拓矿业、中

泰矿业等主机成套项目，实现了从粗碎、中碎、细碎到粉磨的矿业高端装备主机全套和批量化订

货；常州金坛盘固轧石 1000t/h 高品质骨料生产线全套主机破碎设备，首次实现了公司在骨料行

业全流程破碎设备的全套订货；亚洲贵金属 7200t/d 水泥生产线及 9MW 余热发电工程总包、韩国

Sampyo 水泥厂首个海外 1000t/h 石灰石破碎的 EP 总包项目，越南和发钢铁年产 100 万吨矿渣微

粉工程 EP 项目；与澳矿、沙特 Ma'aden、Vale 等大客户保持备件批量订货格局，不锈钢、海工、

冶金三大领域铸锻件市场增幅明显。 

2.新产业多点开花，潜力进一步挖掘。掘进装备领域，实现盾构机、海洋嵌岩打桩机、钻机、

城市地下空间竖井钻机等产品的突破；超级脉冲电源市场开发、工业 CT 产品市场开发等，均取得

新的市场业绩；签订的 7 米焦炉烟道气脱硫脱硝 EPC 合同，实现环保脱硫脱硝产业领域的重大突

破； 签订的 2×25MW 环保秸秆生物热电工程，实现公司首次在生物质发电领域从设计到供货的总

包突破；量子电炉运料提升机、危废处理项目回转窑、污泥造粒成型项目对辊成型机，有效拓展

了公司传统产品在新行业的应用。 

（三）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和发展新产业生态 

公司将 2019 年确定为“科技创新年”，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系统推进创新体系、创新课题、

创新团队、创新平台、创新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创新工程。全面启动 2019 年 9 个重大研发专项，通

过了研发预算方案、机制创新改革方案，设立专门财务支持机构，确保创新资金专款专用。进一

步建立并完善院士专家、首席专家人才评聘方案、科研开发项目管理办法、重大研发专项管理办

法、科研开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等制度，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成功试车国内最大规格颚式破碎

机，完成Ф 12-Ф 14m 竖井掘进机、悬臂掘进机设计，实现了高温超高压高效汽轮机的首台套订货，

填补中信重工超高压汽轮机领域空白。 

（四）加大信息化实施力度，推动制造过程智能化 

报告期内，在中信重工本部打造数字化设计平台，建立基于 PLM 系统的产品机电液协同设计，



以及设计、工艺数据信息和技术文件的数字化、无纸化管理，实现核心产品三维数字化设计应用，

并对三维数据进行数字化管理。打造数字化制造平台，对公司重型装备产业板块生产管控模式和

制造现场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与升级，全面推广应用 MES 系统和新版 ERP 系统。打造生产经

营管控大数据分析平台，针对生产管控业务需求，建立大数据分析平台和数据仓库，使生产管控

和决策分析可视化、透明化。 

（五）进一步打造特种机器人的核心竞争优势，拓展应用领域 

报告期内，经过深入分析论证，完成了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规划。设立了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研究院，加强技术研发，拓展机器人产品线，推动特种机器人研发专项，逐步推广应用水

射流机器人、安防巡逻机器人、袋装水泥码垛机器人等产品。实行技术营销一体化、利用立体营

销方案，从政府转向企业，围绕用户痛点布局市场，推动机器人产业成为公司新经济增长点。 

（六）构建备件服务产业新格局，打造制造业服务业 

报告期内，中信重工统筹工程成套、备件服务产业发展，整合重型装备产业板块备件营销、

服务和设备现场安装力量，在本部成立备件技术服务公司。布局区域销售，建立了华东、华北、

华南、西南、华中五区布点，努力打造运营样板工程，突破水泥厂运行管理业务；推进海外备件

基地建设，持续推进 LKAB 现场服务，完成首钢秘鲁铁矿运行维保基地建设，打造制造业服务业的

新格局。 

（七）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推动文化创新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工匠精神”大讨论，创新

提出“客户至上的价值导向、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创造卓越的职业担当”的中信重工工匠精神。

通过立标、对标、践标、验标，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将焦裕禄精神具体转化为公司党员、干部

的思想和行为标准，让焦裕禄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中焕发出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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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并要求在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的控

股股东中信有限作为香港上市公司中信股份的全资子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会计准



则，公司与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同时适用上述会计准则，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该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经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

并等内容；取消了承租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要求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

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计提折旧和利息费用；改进承租人后续计量，

增加选择权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其他租赁模式下的会计处理无重大变化。公司根

据新租赁准则要求，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并自 2019 年一季报起按新租赁准则

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 2018年末可比数据。上述准则实施预计对本公司财务报告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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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