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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771               证券简称：杭汽轮 B               公告编号：2019-19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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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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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报告所涉及的公司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文）、《证券时报》（中文）、《香港商报》

（英文）、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英文），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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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54,010,4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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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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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杭汽轮 B 股票代码 2007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钢 王财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浙江省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传真 0571-85780433 0571-85780433 

电话 0571-85780198 0571-85780438 

电子信箱 wg@htc.cn wangch@htc.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工业透平机械装备和服务供应商，主要设计、制造工业汽轮机、燃气

轮机等旋转类工业透平机械。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特色是以销定产，为每个客户单个项目开展

设计制造，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工程项目的个性化需求。公司采用先进的模块化设计技

术来实现快速的产品研发设计，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来协同制造资源实现柔性化生产。此外，

公司还可以向客户提供工程方案、工程总包、产品运维、远程监控等相关服务。 

工业汽轮机以高温高压的蒸汽作为工作介质，通过汽轮机的运转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来

驱动各类工业设备。工业汽轮机按其驱动对象不同，可分为工业驱动汽轮机和工业发电汽轮

机两大类。工业驱动汽轮机主要用于驱动压缩机、鼓风机、泵、压榨机等旋转机械，主要应

用于炼油、化工、化肥、建材、冶金、电力、轻工、环保等工业领域，是各类大型工业装置

中的关键动力装备。工业发电汽轮机主要用于驱动发电机并同时提供热能，主要应用于各工

业部门的企业自备电站、区域性热电联产工程、工业过程余热回收发电、城市垃圾电站以及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电站。 

在燃气轮机业务上，公司与西门子就高效率、高可靠性、低排放的先进天然气燃气轮机

SGT-800机型开展合作进入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领域。作为SGT-800在国内的总成套商，公司从

项目采购与集成实施两个方面开展燃机业务，公司已具备分布式能源联合循环项目的选型能

力，建立完善的系统配套标准和材料体系，可以完成燃气轮机本体之外的设备自主加工和配

套工作。在分布式能源项目的热电联产/联合循环电厂及油气等需采用中小型燃气轮机的工业

领域中，公司不仅能够为客户提供燃气轮机设备，还可以为客户提供燃气轮机电站成套设备

和高效的整体解决方案，向客户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行保障服务，这一服务模式为公司

与客户建立起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国内重大工业装备制造企业，公司的经营业绩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以下

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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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需求导向：由于不同工业领域的景气程度和投资周期不尽相同，因此相关的市

场需求呈现不同的波动起伏。公司对产品市场进一步分层定位，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整合

板块，发挥效力。报告期内,由于上年度国内石油炼化投资项目多点启动，带动了相关装备制

造需求。公司把握石化板块增长机遇，同时针对中低端驱动领域制定灵活的价格策略，保证

市场占有率，不断巩固和扩大原有的市场优势。坚持“走出去”战略，继续开拓公司海外市场，

建立海外办事处，扩大市场影响力。 

（2）产品技术创新：公司不断提升产品技术性能，从产品结构、核心部件、基础设计、

制造工艺、材料技术等方面进行科研攻关，同时围绕顾客需求开展了“汽轮机集装技术示范应

用工程”的研究，推进产品智能化、集成化技术的开发。同时，公司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构

建技术交流合作平台。 

（3）产业结构升级：公司与西门子联手进军分布式能源市场，加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

开发利用，在分布式能源项目的热电联产/联合循环电厂及油气等需采用中小型燃气轮机的工

业领域中，公司不仅能够为客户提供燃气轮机设备，还可以为客户提供燃气轮机电站成套设

备和高效的整体解决方案。 

（4）企业品牌与市场地位：公司目前是国内重要的工业汽轮机研发和制造基地，也是国

内工业汽轮机行业标准制订的主要单位，在国内工业驱动领域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公司产

品在国内市场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品牌影响力。  

（5）成本控制水平：由于国内人力成本持续上涨，而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产品盈利

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公司近年来不断通过优化组织结构、改进业务流程、完善供应链控制、

加强风险管控等途径来有效控制经营成本。 

（6）重视精品工程与服务：推进重点项目管理，对重点项目进行周密策划，实施质量动

态监管；重视产品售后服务市场，整合现有资源提高售后服务主动性，延长产品价值链，推

进公司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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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642,807,589.69 3,447,142,669.49 34.69% 3,235,303,37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824,339.47 68,753,250.90 402.99% 31,955,44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075,101.48 -1,460,504.46 19,276.60% -8,366,688.71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4,433,167.20 205,302,791.77 213.89% 506,159,428.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09 411.11%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09 411.11%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2% 1.12% 4.70% 0.6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1,569,169,903.8

1 
10,830,597,182.38 6.82% 10,550,899,70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07,540,929.16 5,884,816,809.55 2.09% 6,385,346,243.2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62,078,793.39 1,322,052,188.74 1,108,687,686.30 1,249,988,92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42,232.50 89,468,361.51 163,313,243.33 54,000,50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469,122.60 61,001,604.12 144,020,340.79 46,584,03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725,248.14 431,061,942.59 42,274,340.29 44,371,636.1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2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15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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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64% 479,824,800 479,824,80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境外法人 0.63% 4,722,8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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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INDEX FUND 

周杰 
境内自然

人 
0.56% 4,200,000 0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50% 3,779,554 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6% 3,499,046 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4% 3,319,441 0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

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36% 2,693,363 0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33% 2,514,529 0   

夏祖林 
境内自然

人 
0.30% 2,280,000 0   

王一虎 
境内自然

人 
0.19% 1,441,3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国家股持有者，其他股东为

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2）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3）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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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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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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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公司稳步推进“十三五”战略规划实施，按照

“坚持创新、协同推进、文化引领、厚植管理”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产品技术创新，加速

公司转型升级；有序开展搬迁工作，保障产品生产进度；抢占高端市场领域，提升公司行业

地位；启动企业文化建设，凝聚人心汇聚人才；不断完善企业管理，有效防控企业风险。通

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4,280.76 万元，同比增长 34.69%；利润总额

47,006.91 万元，同比增长 254.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82.43万元，同比增

长 402.99%，顺利完成了 2018年度经营目标。 

（一）坚持产品技术创新，加速公司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新产品开发 21项，科研项目 16项。其中：HNKS63/112 型 8万立方

等级空分装置用汽轮机的成功开发，使得公司在大型空分领域具备完整的产品技术体系；中

控太阳能项目双缸双速 50MW汽轮机组顺利试车出厂，形成了公司在光热领域的技术和市场突

破。 

公司联合西交大等单位研发的《汽轮机系列减振阻尼叶片设计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

得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公司“能场复合激光表面改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

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公司“工业汽轮机长扭叶片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

项目荣获中国机械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公司“国产 10万立方米空分装置工业用汽轮机”

项目荣获浙江机械工业科技奖一等奖。2018 年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授权专利 32 项，其中“基

于流固耦合的自锁阻尼叶片气流弯应力设计方法”项目荣获浙江省专利金奖。 

公司省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离散型智能制造模式研究和数字化车间建设”顺利验收，

为公司新厂区的智能化制造建设提供了初步探索和路径方案；公司利用服务大数据平台新推

出的产品远程监测服务，既是智能制造向产品服务端的延伸，也是公司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

型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有序开展搬迁工作，保障产品生产进度 

报告期内，公司“汽轮动力大厦”整体交付，汽轮重工主体工程、大型设备基础施工建

设全面实施。公司涂装车间于 2018年 10月已搬迁入驻新厂房。 

为保障公司全面搬迁顺利进行，公司成立专职工作小组，制订搬迁计划和预案，出台相

关制度，为实现公司全面搬迁做好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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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充分挖掘产能资源，加强供应链的能力建设，持续动态优化作业计划，

克服产品生产周期短、合同执行变化多等不利因素，实现了汽轮机组制造生产的历史记录。

公司自行研制的产品集装技术，实现了产品在公司内实现整体装配、整体发运和用户现场整

体安装，使产品的品质和用户体验得到了极大提升。 

公司完善产品配套采购体系，组建采购中心，提升公司整体战略采购和产品配套供应链

保障能力。组织召开供应商大会，通过表彰优质供应商，与供应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

步增强公司凝聚供应商的能力。 

（三）抢占高端市场领域，提升公司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国内工业驱动市场在石油炼化投资建设的带动下，继续呈现旺盛的市场需求。 

在拖动市场领域，公司签约的大连恒力 150万吨/年乙烯装置乙烯项目为全球范围内最大

单线乙烯装置，该项目公司与众多国际知名厂商同台竞争并顺利中标，树立了公司产品技术

和市场竞争力的国际地位；公司斩获宁夏宝丰 220万吨/年煤制甲醇项目 10.5万 Nm3/年空分

装置汽轮机和中石化海南炼化 PX二期项目用低压驱动汽轮机组订单，打破了国外同行的垄断

地位；公司承接的浙江卫星能源 125 万吨乙烯项目订单作为国内首台套百万等级以上乙烷制

乙烯机组，成功实现了进口压缩机与公司汽轮机的再次合作，为进口压缩机+HTC汽轮机配合

模式在乙烯等驱动核心领域的拓展再立新功。  

在发电机组领域，公司供货的中电常熟 2*100MW 联合循环发电项目用抽凝汽轮机组，是

公司在国内 100MW等级联合循环电站项目首台套业绩，其对后续江苏省乃至全国范围内 100MW

等级联合循环机组配套蒸汽轮机市场有着较大的示范意义。 

在燃气轮机业务领域，公司积极开拓中小型燃机、分布式能源等产业链相关领域合作项

目，成功获得华峰超纤燃机联合循环项目合同，实现从燃机产品到燃机工程，从合作制造向

燃机工程服务延伸，承接燃气轮机售后服务合同 8000万元，再创历史新高。 

（四）启动企业文化建设，凝聚人心汇聚人才 

报告期内，公司以“心动力 赢未来”为主题，启动企业文化建设项目，推选企业文化使

者，旨在凝聚公司全体员工的共识，激发广大员工主动参与企业变革促进转型升级的动力。 

公司结合建厂 60 周年和上市 20 周年的开展了系列企业文化活动，通过对企业发展的回

顾，进一步在全体员工中牢固树立打造大国重器的时代责任。公司通过举办“上市二十周年

暨汽轮动力高端发展论坛”，向用户和供应商展现了杭汽轮匠心精神，传递了“驱动工业文明 

永续中国动力”的理念，展示了杭汽轮最新技术创新和发展动态。公司举办“走进杭汽轮”

的投资者开放日活动，向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展示了上市公司在行业中的独特地位。 

公司积极推进人才建设，完善后备干部选拔机制，培养和储备优秀管理人才。公司通过

组织技能大师工作室对外交流学习活动，申报浙江省“百千万”人才，制定浙江省万人计划

高技能领军人才支持方案，持续评选“闪光汽轮人”，首次评选“杭汽轮工匠”，在公司各领

域各部门培育骨干精英。 

（五）不断完善企业管理，有效防控企业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子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子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经营发展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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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战略目标。积极支持控股子公司实践“凤凰行动”计划，持续优化重组试点企业的股权结

构和资产业务结构。 

公司管理体系一体化项目进一步落地，精益生产项目在各车间平行推广，年度重点管理

任务圆满完成。公司《MES系统打造离散型制造数字化可视化精益化生产品质工程》荣获省、

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公司基于大数据分析优化产品成本结构，增强产品盈利水平。公司加强供应链管理，采

用公开招标、集中订货、谈判竞价等方式节约公司采购成本。公司修订采购合同标准文本及

评审规范，加强对产品配套采购部件的价格、质量、交货期的审核，确保公司供应链的竞争

力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编制风险管理实施方案，对公司重点风险领域开展风险评估，防控企业系统风险。

公司加大法律手段对业务领域提供专业支持，妥善处理合同纠纷，有效回收逾期应收款。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锅

炉及原动机

制造业 

4,170,860,46

1.92 

1,287,531,03

5.12 
30.87% 37.61% 54.15% 3.31% 

分产品：工

业汽轮机 

3,745,445,44

1.72 

1,160,942,97

7.75 
31.00% 39.09% 65.08% 4.8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实现

销售机组数量增加导致销售收入增加，公司利润也相应增加。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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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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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715,410,887.68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2,410,628,336.14 

应收账款 1,695,217,448.46 

应收股利 6,900,000.00 其他应收款 23,805,005.57 

其他应收款 16,905,005.57 

应付票据 215,409,958.92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1,098,125,424.57 

应付账款 882,715,465.65 

应付利息 268,860.77 其他应付款 28,128,478.10 

其他应付款 27,859,617.33 

长期应付款 209,633,466.66 长期应付款 447,292,297.73 

专项应付款 237,658,831.07 

管理费用 644,178,931.78 管理费用 433,151,164.67 

研发费用 211,027,767.11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

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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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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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斌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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