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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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重工 60122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江 王燕云 

电话 010-63919777 010-63919777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华电发展大厦B座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华电发展大厦B座 

电子信箱 hhi@hhi.com.cn hhi@h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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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3,960,196.74 8,074,968,027.96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87,712,476.89 3,561,231,160.55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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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5,453.70 -468,623,005.86 50.62 

营业收入 2,941,341,949.99 2,482,588,409.01 1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026,646.80 8,858,060.04 20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595,077.24 -2,459,834.51 815.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561 0.2516 增加0.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34 0.0077 203.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34 0.0077 2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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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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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3.13 729,120,356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92 33,717,462 0 无   

王天森 
境 内 自 然

人 
1.65 19,000,000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7 9,997,800 0 无   

北京舍尔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65 7,500,000 0 无   

王新红 
境 内 自 然

人 
0.25 2,900,000 0 无   

徐斌 
境 内 自 然

人 
0.16 1,877,900 0 无   

丛丰收 
境 内 自 然

人 
0.16 1,829,0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4 1,666,574 0 无   

梁斌 
境 内 自 然

人 
0.14 1,603,6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3、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 10 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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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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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内外部形势，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董事会各项工作部署，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

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全力开拓市场，加快提质增效，深化改革创新，提升品牌形象，各

项经营和管理工作成效明显。 

（1）市场开拓再上新台阶 

报告期内，公司中标项目 88 个，中标率为 55%。新签销售合同 44.30 亿元，同比增长 18.29%，

另，已中标暂未签订销售合同 30.19 亿元。其中，海上风电业务首次与华能集团进行合作，签订

了射阳海上南区 H1#30 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合同；钢结构业务取得国内首座大型双曲线钢结构间

冷塔项目业绩，中标了哈密电厂主机钢结构间冷塔项目；海外业务成功向非洲迈出第一步，签订

了中铝几内亚 Boffa 铝土矿矿山带式输送机系统合同。 

（2）科技创新扎实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专利授权 66 件，其中新增发明专利授权 5 件，参与封闭煤厂技术规程等

4 项行业标准的编制，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修订了《科技创新创效奖励办法》等 4 项

制度。另，华电土右电厂大跨度煤场封闭预应力索拱结构荣获中国钢结构协会空间结构设计金奖，

海上风电 10 米级直径单桩基础施工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等 3 项科技成果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重工机械获得天津市年度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河南华电获批成为河南省电站管道预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3）安全质量常抓不懈 

在安全管理方面，以开展“安全制度落实和风险管控年”为契机，以“反违章”为抓手，通

过组织开展春季质量安全检查、“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对 39 个在施工项目、4 个子公司、11 个

运维项目进行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建成集“多媒体+VR +实操”为一体的制造、项目管理安

全教育培训基地，提升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在质量管理方面，对 33个项

目和 4 个子公司进行检查，消除质量隐患。下发《质量提升行动实施细则》，从产品、工程建设、

服务和设计等方面制定质量提升计划，细化任务分工，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提升行动顺利实施。

荣获电力建设优秀 QC 成果奖 10 项、华电科工 QC成果奖 12 项。 

（4）强化“四算”管理与项目清理 



报告期内，为提高项目盈利，公司强化了重大项目投标概算、执行预算评审，进一步完善项

目“四算”管理网上评审流程，严格控制工程建设成本，同时优化了内部采购评审流程，不断提

高采购效率。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采购节资额逾 9,700 万元，节资率达 4.29%。另外，公司不断

加大完工项目清理力度，清理了完工待结算项目 34 个。 

（5）细化“两金”压降管理 

公司制定了《2019 年两金管理工作方案》，明确牵头部门、责任部门、考核部门等各环节的

任务分工，提出项目结算、应收回款、存货清查的具体要求，压降存量、控制增量。建立项目信

息档案，逐一分析欠款项目，关注坏账准备计提、应收账款情况，积极推进应收账款回款。 

（6）有序推进改革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双百行动”，相继发布《领导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科技创新创效

奖励办法》等多项制度，对部分业务单位实行扁平化管理，从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市

场化经营机制、优化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落实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完善多层次立体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明确商法经理参与重大合同谈判，充分发

挥业务部门法律风险防范第一道防线作用，实现法律风险防范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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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文端超 

日期 2019-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