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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肖建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文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思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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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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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3,588,152.48 163,058,885.91 3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305,393.83 14,755,075.55 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02,973.16 11,956,660.90 1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37,257.66 -136,427,141.37 86.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0.71% 0.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68,191,754.49 3,610,058,988.14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06,788,289.66 2,081,449,725.98 1.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8,301.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48,584.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2,221.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127,577.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3,521.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4,140.67  

合计 2,902,420.6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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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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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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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05% 411,484,638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 55,119,898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0% 53,866,933    

成固平 境内自然人 2.34% 33,084,601  质押 10,400,000 

范洪泉 境内自然人 1.80% 25,446,803 19,085,102 质押 16,328,800 

邓乐安 境内自然人 1.62% 22,889,464 17,167,098 质押 8,830,000 

刘建胜 境内自然人 1.27% 17,965,710 13,474,282   

徐学明 境内自然人 1.12% 15,919,028 11,939,27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4% 13,356,504    

胡臻 境内自然人 0.89% 12,671,64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1,484,638 人民币普通股 411,484,638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5,119,898 人民币普通股 55,119,898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3,866,933 人民币普通股 55,119,898 

成固平 33,084,601 人民币普通股 33,084,60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356,504 人民币普通股 13,356,504 

胡臻 12,671,644 人民币普通股 12,671,644 

葛月龙 11,858,303 人民币普通股 11,85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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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彩莲 11,630,968 人民币普通股 11,630,968 

杜青秀 11,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10,000 

严律明 9,531,806 人民币普通股 9,531,8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

动人关系。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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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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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47,966,091.53 32,633,896.76 15,332,194.77 46.98% 主要是因为本期备用金及投标保证金增加。 

应收利息 3,296,819.95 1,945,214.82 1,351,605.13 69.48% 
主要是因为本期理财金额增加，计提的应收

利息增加。 

在建工程 17,818,973.07 10,158,989.91 7,659,983.16 75.40%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购入动力谷6期厂房，

在建工程投入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9,710.00 14,598,490.83 -14,078,780.83 -96.44%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购入的专利独占使用许

可真空制冰技术在本期已到达可使用状态，

转入无形资产中。 

短期借款 388,600,000.00 298,600,000.00 90,000,000.00 30.14% 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银行贷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8,317,112.78 31,893,046.21 -13,575,933.43 -42.57% 主要是因为上年计提的奖金在本期已发放。 

应付利息 598,908.41 426,157.18 172,751.23 40.54% 
主要是因为上年计提利息的项目本年尚未

支付，而且在持续计提利息。 

专项储备 506,702.88 165,845.53 340,857.35 205.53% 
主要是因为本期安全生产费计提金额大于

使用金额。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23,588,152.48 163,058,885.91 60,529,266.57 37.12% 
主要是因为本期交付的产品较上年同期增

加。 

营业成本 170,399,491.13 115,721,083.34 54,678,407.79 47.25% 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 

税金及附加 3,494,422.35 2,469,579.60 1,024,842.75 41.50% 
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及附加

增加。 

研发费用 10,927,496.95 6,363,936.80 4,563,560.15 71.71% 主要是因为本期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利息费用 3,723,587.44 2,058,270.03 1,665,317.41 80.91% 
主要是因为本期银行贷款增加，利息费用增

加。 

利息收入 1,131,056.35 2,041,311.46 -910,255.11 -44.59% 
主要是因为本期定期存单减少，利息收入减

少。 

资产减值损失 -8,078,353.81 -4,612,808.39 -3,465,545.42 -75.13% 

主要是因为本期收款较上年同期增加，且收

到一年以上账龄的账款增加，计提的坏账减

少，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 -817,400.00 - -817,400.00 -100.00% 主要是因为市场价格波动，本期交易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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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资产公允价值减少。 

其他收益 7,987,758.63 4,860,384.56 3,127,374.07 64.34% 
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到的软件退税金额较上

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收入 273,229.46 21,274.63 251,954.83 1184.30% 主要是因为本期罚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39,309.00 230,441.26 -191,132.26 -82.94% 主要是因为本期罚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3,637,455.50 1,991,826.70 1,645,628.80 82.62% 主要是因为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937,257.66 -136,427,141.37 117,489,883.71 86.12% 

主要是因为本期经营活动收到的现金增加

额大于支出的现金增加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393,474.05 -25,598,842.94 -19,794,631.11 -77.33% 

主要是因为本期投资活动支付的现金增加

额大于收回投资的现金增加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7,093,770.65 6,263,392.47 80,830,378.18 1290.52% 

主要是本期借款收到的现金大于偿还借款

支付的现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3月15日，中车集团与株洲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与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央地企业联合重组

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针对该事项披露了相关进展公告。此后公司按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根据控股股东株

洲国投的告知函持续披露了该事项的进展。2018年8月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株洲国投的告知函，称中车集团与株洲市人民

政府在湖南省株洲市召开央地合作洽谈会议，并分别签署了《中国中车集团与株洲市人民政府央地合作洽谈会议备忘录》。

公司于2018年8月9日就该备忘录进行了详细披露，并说明公司将不再每五个交易日披露该事项的进展，详见公司在指定平台

披露的《关于重大事项阶段性进展的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仍未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但央地联合重组事项有

重大进展时，公司均依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请参阅公司在指定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央地联合重组事项 2019 年 03 月 14 日 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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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22,275,000.00 10,226,250.00 88,988,625.00 0.00 0.00 2,025,000.00 126,967,500.00 募集资金 

合计 22,275,000.00 10,226,250.00 88,988,625.00 0.00 0.00 2,025,000.00 126,967,50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建平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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