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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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龙股份 60396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谢志礼 

电话 022-26983538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双源工业区双江道62号 

电子信箱 dsh@yin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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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9,747,041.57 2,688,010,786.08 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27,975,228.08 1,726,725,875.7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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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99,417.93 113,902,493.70 112.81 



营业收入 1,189,621,841.34 1,004,919,467.00 1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62,411.16 43,927,862.77 8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808,132.30 35,259,595.50 12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7 2.63 增加1.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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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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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铁桥 境内自然人 21.11 177,496,834 0 质押 27,670,000 

谢铁根 境内自然人 12.31 103,540,135 0 质押 44,800,000 

谢铁锤 境内自然人 11.14 93,678,990 0 无   

谢辉宗 境内自然人 10.55 88,748,417 0 无   

谢志峰 境内自然人 5.31 44,664,152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3,695,794 0 无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

瑞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2 1,833,097 0 无   

温涛 境内自然人 0.22 1,821,652 0 无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

瑞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0 1,714,195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0 1,687,00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股东谢铁桥，谢铁根，谢辉宗，谢铁锤为兄弟关系，谢志峰为

谢铁桥之子。其中谢铁桥和谢铁根为一致行动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2.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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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营业收入以预应力钢材产业与轨道板产业为主，结合轨道板智能信息化系统及基建钢

材产品构成，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账面总资产 28.5 亿元，净资产 17.28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1.9 亿

元，比上年同期营业收入增长 18.38%。其中，预应力钢材产业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99,201.9 万

元，比上一年度增加 7.25%，主要是来自于预应力钢绞线的销量增加 13.03%、高附加值的轨道板

用预应力钢材产品销量增加 26.22%；邯钢银龙钢材贸易本年销售收入 11,816.46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9,662.71 万元；轨道板产业本期收入 7,943.83 万元，较上年增加 2,104.16 万元，主要是河

间板场、新乡板场结算带来本年轨道板销售收入增长。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6.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2.2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23.5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

利润的影响，报告期内的净利润增长主要是受益于轨道板用预应力钢材及轨道板流水机组生产线

的使用所带来的增长。其中，高附加值的预应力轨道板用钢材与去年同期相比销量增加 26.22%；

河间板场流水机组生产线的成功运用，使得板场的一次性投入减少，本期轨道板产业及相关配套

服务共计实现净利润 1,798.33 万元，去年同期数据为-368.14 万元，相对去年增长 2,166.47 万元。

目前赣州板场及新乡板场也在推动流水机组生产线的实施；货款的及时回收为公司减少资产减值

损失的计提，2019 年相对去年同期减少 1,143.27 万元。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2,849.69 万元，同比增长 112.81%，

主要原因：本报告期内加大货款催收力度以及保证金到期使得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

增加 63.79%。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海外主要销售产品是预应力钢绞线和预应力钢丝，报告期内销售量较上

年同期增长 7.63%，毛利润增长 37.61%。公司远销以色列、澳大利亚、挪威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主要客户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较为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铁十一局集团丰城制板场、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延津轨道

板场、赣州板场签订《CRTSIII 轨道板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服务合同》，分别为建设合肥-安庆-九

江高铁线路、郑州-济南客运专线、赣州-深圳高铁线路提供服务，对 CRTSIII 轨道板生产的工艺

及质量进行管理、监测。此外，无缝线路施工监测系统今年上半年应用于 700 余公里的银川-西安

铁路，目前正在施工过程中。为公司发展带来新的增长。 

公司控股 51%的碳基研究院目前正在推进时速 300-350 公里高铁粉末合金刹车系统所用粉末

冶金材料的合作。同时，时速 400 公里以上的碳（陶）高铁刹车等项目，公司也在加紧研发的过

程中，为进入高铁消费型市场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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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7 年 3 月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本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

则要求不一致的，不予调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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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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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

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151,074,542.52 元，上期金

额 104,097,795.69 元； “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

1,040,176,582.30 元，上期金额 1,006,489,583.10 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 632,050,000.00 元，上期

金额 495,090,000.00 元； “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

83,462,477.74 元，上期金额 100,254,564.07 元；调增

“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金额 1,000,000.00 元；调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金额 1,000,000.00 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

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

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项目；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减：

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新增“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33,256,985.62 元，上

期金额 32,636,808.92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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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