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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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煤机 601717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郑煤机 00564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斌 习志朋 

电话 0371-67891015 0371-67891199 

办公地址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

街167号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

街167号 

电子信箱 haibin.zhang@zmj.com zhipeng.xi@zm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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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9,600,359.14 27,690,854,793.24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946,046,453.46 11,457,211,263.34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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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320,258.09 -348,175,837.21   

营业收入 12,724,469,794.26 12,720,498,610.35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30,729,048.28 455,928,236.75 6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4,378,208.61 379,008,838.02 6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18 4.14 增加2.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2 0.26 6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2 0.26 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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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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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30.08 521,087,800   质押 63,900,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

人 

12.73 220,522,59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65 45,841,238   无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31 40,000,00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65 28,608,500   无   

李俊 境内自

然人 

1.49 25,838,600   无   

YITAI GROUP (HONG KONG) 

CO LIMITED 

境外法

人 

1.29 22,399,200   无   

曹阳 境内自

然人 

1.01 17,458,084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其他 0.70 12,096,243   无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48 8,270,755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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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战略定位国际化、公司治理市场化、产业布局高端化、人力资源

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紧抓当前国企改革的良好机遇，继续优化集团管理构架，持续推动企业改

革，紧抓煤炭行业稳定的发展机遇，并积极应对汽车市场下滑形势，收入、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

创近年最佳，实现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1、集团总体经营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24 亿元，同比增长 0.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31 亿元，同比增长 60.27%。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2、集团改革发展情况 

（1）2019 年上半年，公司深入贯彻落实深化国企改革的有关政策，以列入“双百企业”为

契机，探索建立健全企业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先后推出中长期超利润激励方案及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现长短期结合，吸引、保留和激励核心人才，实现核心人才与企业发展绑定，推动企业

持续释放发展新活力。 

（2）建立完善立足全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优化集团公司优秀人才的选育用留机制。加强

跨板块人才交流，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中国本土管理能力的优秀人才。 

（3）推进创新与变革管理，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实现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从局部改

造到构建完整的智能化生产系统，打造智能工厂，带动生产管理、技术工艺、企业管理的全方位

升级。 

3、煤机业务经营情况 

（1）紧抓机遇，市场地位进一步稳固。2019 年上半年，公司煤机板块订货、回款额均突破

历史最高纪录。国内市场推行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区域化市场开发模式，实施效果良好；国际市场

实现高端市场连续突破，获美国、俄罗斯等多个市场订单。 



（2）加快科研攻关，技术升级，重点科研项目进展顺利。液压支架方面，围绕高端高可靠性、

矸石充填、超大伸缩比立柱、超大采高放顶煤等开展技术攻关，项目进展顺利；智能化产品方面，

智能工作面开发部分新技术进入调试应用阶段，并对标客户要求，进行持续开发改进；新工艺新

材料方面，联合供应商开展钢材、焊材等新材料开发，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4、汽车零部件业务经营情况 

在 2019 年上半年全球汽车主要市场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公司汽车零部件板块进一步加大市场

开发力度，同时严控成本与新增投资，经营情况优于整体市场情况。 

（1）亚新科方面，持续推进产品创新，生产效率与质量改进取得成效，废品率持续降低；满

足国六排放标准的凸轮轴、活塞环成功开发并应用，部分产品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商用车市场份

额稳步增加；新客户开发及售后市场布局进展顺利；积极应对贸易摩擦，重新布局国际业务，部

分产品出口业务实现增长，有效缓解国内市场压力。 

（2）SEG 方面，顺利完成银行融资置换，降低整体融资费用；48V P>0 以及高压电机开发工

作有序进行；完成中国工厂二期开发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机技术研发中心签约，有序推进相关建设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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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根据财会

〔2019〕6 号相关要求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资产负债表：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利润表：将利润表中“减：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及“减：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变更为“加：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及“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否与资产相关的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 

2016 年 1 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 

2018 年 12 月，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上述两项准则简称为“新

租赁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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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在于租赁的识别、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列报与披露等方面，特别是

在承租合同方面，要求对承租的各项资产应考虑未来租赁付款额折现等因素分别计入公司资产和

负债，后续对相应的资产进行折旧处理，对相应的负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支出。在出租方面

和融资租赁方式的承租方面则没有实质性的重大变化。 

 

根据现行租赁准则要求，经营性承租资产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确认为相关资产或费用。修

订后，承租人首先应识别是否构成一项租赁，对符合租赁定义的租赁合同按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进



行会计处理。初始确认时，经营性承租资产根据租赁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认租

赁负债，同时按租赁负债及其他成本（如初始直接费用、复原成本等）确认使用权资产。后续计

量时，对使用权资产进行折旧并确认折旧费用，同时按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确认租赁负债在租赁期

内各期间的利息支出。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根据以上修订后会计准则中关于新旧准则衔接的相关规定，公司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

以上修订后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上述新租赁准则的采用，

会增加本公司的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但不会对本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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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