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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7                     证券简称：泰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0-26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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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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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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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尔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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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明 许岭 

办公地址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 669 号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 669 号 

电话 0555-2202118 0555-2202118 

电子信箱 yangxiaoming@taiergroup.com xuling@taiergroup.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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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858,982.03 404,986,442.74 -2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44,476.69 10,220,854.83 -14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425,262.87 9,821,998.99 -16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823,894.82 -62,894,483.41 8.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8 0.0228 -14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8 0.0228 -1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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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9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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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603,136.36 2,190,150,153.99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21,708,168.02 1,154,249,937.82 -2.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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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邰正彪 境内自然人 31.40% 140,368,202 105,276,151 质押 71,000,000 

黄春燕 境内自然人 3.82% 17,075,200 12,806,400 质押 13,000,000 

邰紫鹏 境内自然人 3.27% 14,633,500 10,975,125 质押 10,240,000 

邰紫薇 境内自然人 2.88% 12,873,500 0 质押 9,373,5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90% 4,020,000 0   

李光宇 境内自然人 0.34% 1,516,000 0   

夏清华 境内自然人 0.28% 1,258,668 944,001   

高杉 境内自然人 0.24% 1,093,700 0   

周九祥 境内自然人 0.24% 1,086,200 0   

翁素兰 境内自然人 0.24% 1,057,0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黄春燕女士系邰正彪先生妻子； 

2.邰紫鹏先生和邰紫薇女士系邰正彪先生与黄春燕女士的子女； 

3.本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发起人以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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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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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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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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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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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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推出一系列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组合拳，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了稳步复苏态势。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延迟，各项业务开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公司积极采取了各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有序恢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4,858,982.03元，同比下降24.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44,476.69元，

同比下降147.40%。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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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更内容为：（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2）以控制权转移

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4）对

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

规定。 

资产负债表项目，将预收款项年初数调整至合同负债列示，除上述项目外，2019年12月31日与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

其他项目的余额均相同。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13,213,541.38 313,213,541.38  

  应收票据 47,771,934.43 47,771,934.43  

  应收账款 507,013,791.74 507,013,791.74  

  应收款项融资 224,760,369.25 224,760,369.25  

  预付款项 65,516,988.78 65,516,988.78  

  其他应收款 9,295,528.11 9,295,528.11  

  存货 526,199,330.40 526,199,330.40  

  其他流动资产 6,906,530.63 6,906,530.63  

流动资产合计 1,700,678,014.72 1,700,678,014.72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8,294,379.86 18,294,379.8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505,666.75 3,505,666.75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31,000,000.00 131,000,000.00  

  固定资产 238,887,149.54 238,887,149.54  

  在建工程 19,361,131.84 19,361,131.84  

  无形资产 59,089,856.52 59,089,856.52  

  开发支出 3,098,220.35 3,098,220.35  

  长期待摊费用 377,910.99 377,910.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857,823.42 15,857,8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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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489,472,139.27 489,472,139.27  

资产总计 2,190,150,153.99 2,190,150,153.9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35,913,449.63 235,913,449.63  

  应付票据 239,441,081.98 239,441,081.98  

  应付账款 334,124,883.69 334,124,883.69  

  预收款项 104,131,436.11  -104,131,436.11 

  合同负债  104,131,436.11 104,131,436.11 

  应付职工薪酬 25,548,701.15 25,548,701.15  

  应交税费 17,831,066.28 17,831,066.28  

  其他应付款 15,408,557.17 15,408,557.17  

流动负债合计 972,399,176.01 972,399,176.0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7,733,277.78 17,733,277.78  

  递延收益 23,971,806.42 23,971,806.42  

非流动负债合计 41,705,084.20 41,705,084.20  

负债合计 1,014,104,260.21 1,014,104,260.2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47,019,662.00 447,019,662.00  

  资本公积 490,694,471.29 490,694,471.29  

  其他综合收益 -483,213.52 -483,213.52  

  专项储备 3,688,221.98 3,688,221.98  

  盈余公积 37,956,070.25 37,956,070.25  

  未分配利润 175,374,725.82 175,374,725.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4,249,937.82 1,154,249,937.82  

  少数股东权益 21,795,955.96 21,795,955.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76,045,893.78 1,176,045,893.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90,150,153.99 2,190,150,1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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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2月9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子公司表

面工程吸收合并泰尔再制造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含认缴注册资本）及业务，吸收合并完成后表面工程作为吸收合并方存

续经营，泰尔再制造作为被吸收合并方依法予以注销登记，吸收合并后表面工程注册资本共计4,500万元。同时，表面工程

名称变更为泰尔（安徽）工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工业科技”）。以上，于2020年4月1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邰正彪 

二〇二〇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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